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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可夢 @ 行動 333

15 國的孩子，35 歲的團隊，68 年的準備，99 年的夢想…實現在 2016

白雲國小位於新北市與台北市交界的南港地區，是一所邊境學校。鄰近汐止科學園區（硬體）南港軟體
園區（軟體）中央研究院（研究人才）的雲端環境，來自 15 個國家的孩子，在平均年齡 35 歲的教師團隊帶
領下，在創校 68 年的今天，實現 99 年秋天孩子們許的願望～

全國「唯一」擁有 F5E 戰機的中小學～在白雲
在耿銘校長帶領之下，自 99 年 12 月底開始著
手規劃「飛上白雲～遨遊雲端」發展意象，獲得朱立
倫市長及林騰蛟局長支持，正式向國防部提出戰機
贈與陳展運用計畫，並於 100 年 10 月 31 日獲得同
意，將「F5E-5282 戰機」撥贈並置於白雲校區陳展。
101 年 8 月 8 日在空軍一指部尤志煌指揮官協助下，
完成載運、組裝及架設，101 年 11 月 7 日獲得漢翔
公司特製二枚響尾蛇飛彈贈與「5282 白雲號」，完
成整體意象圖戰力，於 66 週年校慶進行捐贈儀式，
2012 正式啟航遨遊雲端～以科技為「雲」、雙語為
「端」打造一所國際化雲端學校。

全國「唯一」擁有湯瑪仕小火車的中小學～在白雲
在耿銘校長帶領之下，自 103 年 12 月底開始著
手規劃「雲可夢 @ 行動 333」發展意象，透過湯瑪
仕小火車的硬體遊樂設施，結合雲幣、一卡通、國際
遊學課程、行動學習 QRcode 教學，成就白雲國小師
生周遊列國的夢想。

新北市「唯一」擁有
智慧六 I 的中小學～在白雲
結合經濟部工業局智慧六 I 校園的建置，落實國
內智慧校園發展，推動主題式研發計畫「智慧校園產
業推動規劃建立示範學校」，以新北市白雲國小為目
前完整建置六大領域的智慧校園之一。神通科技公司
將協助白雲國小孩建置「6I 智慧校園」，它包含六大
領域：智慧學習、智慧行政、智慧綠能、智慧保健、
智慧社群、智慧管理。其中強調以學生為主體的學習，
期透過智慧校園使學生個別化、自主學習、及合作學
習、並經由知識點分析，逐漸建構「學生學習成長履
歷」。智慧學習也能協助老師做課程分析及創新教學，
更可診斷學生學習成效、進行即時的補救教學等雲端
的服務。換言之，能實現 3A 無縫學習的願景，即人
人可學、處處可學、時時可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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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可夢 @ 行動 333
本校於 102 年度獲獎方案以 F5E 戰鬥機發展雲端課程，104 年度以智慧校園建置的六 I 學習主題為課程軸，
105 年度將六 I 學習步道融入六大領域中，呈現每次 30 分鐘、每次 3 個 QRCODE 與點讀筆、全校 333 個行
動學習點，實現以白雲校園為夢想起飛的學習場域。
在行動雲端科技融入領域發展的遊戲評量上，「雲可夢 @ 行動 333」使用平板載具進行白雲國小行動學
習網的 iTS5 雲端教學平台運用，使用 QRCODE 連結到智慧校園網路平台，以校園 QRcode（數學步道、校
園植物、校園環境、前庭步道、智慧校園、英語步道），將結合這六套的平台和 QRcode 系統，以 PBL 模式
(Problem-Based Learning 任務導向 ) 概念規劃課程
教學。活動前、活動中或活動後之教學構想與行動載
具運用情境 ( 根據各教學單元的特性適時導入科技載
具融入教學中，課前在智慧校園網路平台預習，課中
操作老師指派的學習任務，課後教師把教學重點或影
片放在網路上回家複習 )。
「雲可夢 @ 行動 333」遊戲流程為平板網路通、
雲端學習趣與腦筋急轉彎三部分說明，首先是平板網
路通：操作平板載具，學習連結上網，突破關卡一，
計時 1 分鐘。其次是雲端學習趣：點選資訊雲，到
iTS5 雲端教學平台，突破關卡二，計時 2 分鐘。最後，
腦筋急轉彎選用英語步道互動評量，解決問題情境，
突破關卡三，計時 2 分鐘。所需要的道具道具項目為
平板載具、無線 WIFI、雲端平台、展示牌，互動評量畫面如圖示。
隨著新北市雲端校園與行動學習發展面向更跨域、更豐富也更加快速，「雲可夢 @ 行動 333」結合新的
AR/VR/MR 與學習領域的交會和結合、新的行動載具和串流影音介入教學與學習的影響，新的大數據平台分
析，以及智慧保健與智慧學習，一再的翻轉和提示新時代的教學和學習。除逐漸培養教師們使用的習慣及學生
們參與的興趣外，未來本校朝向逐步將所有行動學習（大數據）校園建構完成。
（一）班班發展智慧教室，落實大數據資料分析（雲可夢 @ 行動學習力）
（二）無所不在的體適能檢核，建立健康大數據（雲可夢 @ 行動健康力）
（三）設置大數據匯流中心，檢核六 I 執行發展（雲可夢 @ 行動檢核力）
（四）打造雲端學習樂園，建置六個領域的行動平台（雲可夢 @ 行動移動力）
為了打造一個涵蓋大數據分析、智慧校園、行動學習的雲端學習主題樂園，「雲可夢 @ 行動 333」結合
新北市行動學習，擴展台灣智慧校園，規劃展開雲端服務、大量學習、翻轉學習、行動學習、創客教育等各項
軟硬體與系統整合專案，完成智慧校園第一階段的 6i 匯流分析，與數位化、行動化之校園基礎建設的數位教
育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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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用資訊雲端，讓學習更寬廣
運用行動載具融入班級課程，以團體合作與
即時互動教學模式，有效提升孩子學習樂趣與效率。

崇德國小位於交通便利的汐止市區，緊鄰茄苳溪畔，
依山傍水的自然優勢是本校得天獨厚的學習場域。近年來，
引進各項社會資源，精心活化改造校園，軟硬體迅速升級，
學校績效備受各界讚譽。
學校亦透過教師三級社群，配合校本課程帶領學生進
行調查、蒐集資料，建置教學資源平台，如：蝴蝶網、鳥
類網、蜻蜓網、螢火蟲網、校園植物網及課程與生態網等
多元的學習素材，以方便教師課堂教學，同時也建置植物
QR-code，更利於親師生自主查閱學習。
此外，本校螢火蟲教師社群，連結螢火蟲影片、校本
課程、螢火蟲摺紙教學…等單元，完成螢火蟲網站平台建
置與相關 APP 開發，教材內容十分豐富且方便使用。

一、運用平板翻轉教學
這次專案的平板運用對象，考量師生初步接觸與學生
上課習慣，以及校園無線環境建設關係。近程目標上，學
校先以單一班級實施為主，運作期間已建置完整教學紀錄、
辦理相關校內外討論會議、教學觀摩及研習推廣等。在未
來，預計會將實施範圍擴增至整個學年與科任課，以讓全
部的孩子都能實際參與。
這段實驗期間，使用行動載具翻轉日常課程，長期下
來，不但加強了學生自主學習及團結合作能力，更使班級
整體學習更有效率，透過許多雲端平台與 APP 應用後，對
於課堂活動活化，學習動機激勵，都有正面強化，同時也
使教師能迅速瞭解教學現場中學生之學習情況。

二、行動學習發展歷程
「有了平板，你就可以走到哪學到哪！在校上網變成
很容易，有時還可運用遊戲來學習課程，甚至不用走到電
腦教室就可以在班級裡與同學進行 Google 文件共做，真
是方便又有趣！」
行動學習為孩子的學習開啟了另一扇窗，透過手上的
平板，孩子們自行運用網路連接到外面更寬廣的世界，使
學習充滿探究的樂趣與挑戰，這都讓剛接觸行動學習的孩
子有著不一樣的學習動能。在授課歷程中，藉由 APP 輔助
教學、Google 服務應用及雲端平台三項網路資源的配合，
進行各領域的主題式教學方案，如：自然課的天氣觀察、
月向觀測與種豆紀錄、國語課的字音字形辨別、作文教學、心智圖繪製、電子書製作、閱讀共同寫作分享、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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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地質公園考察記錄以及綜合課的 QR-CODE 闖關統整
教學等。
「自從我有了平板，我的數學就變得很強，因為可
以上網使用均一，而且也可以下載練習數學的 APP：有
的算面積，有的是加減法，還有的是乘法和除法。此外，
如果有資料要查，上課隨時就可查，學習真是方便。」在均一教育平台裡國小數學課程最為完整，所以在教學
過程中，不但能將師生教學歷程進行檢視，也能診斷學生資訊融入教學後之成效，以調整教師教學與學生學習
進程，同時更能有效進行學生個別化與差異化之補救。

三、增進教師資訊能力
除了定期辦理校內行動會議外，更聘請專業講師，邀請學校教師參與每月舉辦的資訊研習，包括：
Google 雲端服務、影像管理與影音整合、部落格建
置、行動教學網站設計與維護、AR 擴增與 VR 虛擬實
境教學應用、校園自由軟體推廣、以及教育雲與親師
生平台操作等。一系列豐富的研習活動，在教師彼此
的互動討論與教學分享下，本校教師資訊融入教學能
力大為提升，更使其教學內容更為多元、更為深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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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師 e 起來 芳生 i 上學
瑞小簡介
瑞小創建於民國前 11 (1901) 年，至
今已有 115 年的校史走過百年，承載著
歷史的傳統，擁有 900 多位學生的瑞小一
直是地方的文化堡壘，同時也是新北市東北角
學校的教育政策推動中心，交錯著傳統與創新，
成就勇於挑戰教學的團隊。

九份老街

瑞芳國小
金瓜石

四腳亭

侯硐
三貂嶺

瑞小奠基於瑞芳分區資訊教育諮詢推廣中心之建置，相關軟硬體
設施完善，積極推動資訊教育，成為教育部資訊種子學校。一群勇
於嘗試科技新知的教師團隊，結合本校所在區域、校園環境校本課
程 - 瑞芳十景、校園十美，善用 AR 教學、moodle、教育雲平台教學，
落實自然、閱讀行動學習課程，希冀，將行動學習的「處處可學習」
教育想念以漣漪般影響更多教師及學生，成為終身自學者。

行動學習團隊運作歷程
一

、凝

二、

聚共識

三、

教師增

能

課程架構

童年 ｅ起來
暢遊
瑞 小金色
107 瑞小e創客 芳生i動手
106 瑞園QR-code 芳生樂尋寶

105 瑞師e起來 芳生i上學
臺灣
地理頻道

1. 探索地球科學
2. 動物奇觀
3. 生活智慧王

1. 電子書show
2. 閱讀理解任我行
3. 文青小子

教學策略

1.圖形輔助
2.同儕互評
3.即時回饋
4.互動討論
5.資料蒐集
6.影片教學

1.測驗輔助
2.簡報發表
3.資料蒐集

1.同儕互評
2.資料蒐集
3.影片教學

1.Moodle
2.Kahoot
3.Quiver
4.Quizizz
5.學習拍

1.新詩創作
2.上台發表
3.讀書報告
4.古詩改寫

1.Google地球
2.比較環境特
色異同

1. i 臺灣
2. show臺灣

五、參

與

外

分享

評量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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閱讀寫作
e起來

課程內容

四、

家

學

者指導

自然小達人
養成術

校

專

課程主題

課程實作

動物奇觀
↑掃描 3D 擴增實境互動書 ↑哇！恐龍跑出來了

↑一起跟恐龍合照

↑老師解說萌典之運用

↑電子書探索操作

↑ Google 地球操作

↑環保生活知識知多少

↑透過 AR 認識生鏽

↑觀察、拍攝植物並上傳

↑利用天空地圖觀察星空

↑認識星座與天體運行

↑進行闖關活動

電子書
show
臺灣

生活
智慧王

探索
地球科學

教學省思
楊宗達老師：
授課須考慮無線網路是否順暢，會不會
出現塞車的現象，心中先有心理準備，
最好能有教學備案，才不會手忙腳亂。
周珮君老師：
密室逃脫遊戲，必須對於學習過
的 內 容 有 概 念， 仔 細 看 提 示 . 尋
找線索，才能闖關成功！ 感謝讓
我有機會與學生一起教學相長！

方柔雯老師：
因兩人共用一台平板，所以得搭配一些小筆
電與小白板來操作是美中不足的地方，能將
數量補足就更完美了。
莫平老師：
App 數量多，如何選擇並融入對
老師而言可能更增加備課時間。
對學生而言，重點是有效率學習
課程內容，而非學習程式操作。
廖奕棋老師：
除了課程進度壓力問題外，教師自
己對資訊軟體的運用能力及認識新
軟體的敏感度，需要更多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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閱讀戰數 雲端海山
壹、緣起
閱讀，是終身自主學習的關鍵能力，閱讀力愈強，愈能有效的使用策略及資訊技能獲取所需資源，並將資
源經過合理判斷與整理歸納後，產生解決各項問題的能力，也將使個人成為終身學習者。
數學，是培養理性思考、邏輯推理以解決問題的重要科目，思考、邏輯、推理的經驗不但具備累加的效果，
在外界的回饋之下，亦能產生新的理性思維模式，這將使個人在面對日常生活中無數的選擇及判斷時，會有成
熟、快速的決斷能力，也是一種可以永遠帶著走的技能。
海山國小為教育部資訊種子學校，亦曾為 ICT 教學行動研究團隊輔導學校，在新北市資訊教育之中向來
有優良的成效。97~98 年其間，擔任資訊科技應用於教學創新教學模式及典範團隊承辦與輔導學校，並榮獲
新北市資訊 E 學校之獎項。101 年開始導入行動學習方案，成立雲世代教學工作坊，103 年申請 300 片 HTC
Flyer 平板，加廣課程範疇，105 年以既有之經驗，加入新北市行動學習學校行列，結合學校願景「卓越」，
冀望以精進教師的專業能力、提升學生的學習效益為前提，善用校內的資訊軟硬體環境，為學生創造充份自我
學習與超越的機會。

貳、教學模式
本校的教學模式是以混成式學習（Blended learning）為主，運用一種以上的學習工具，並使用翻轉模式
（Flipped mode）、結合教學（Combining teaching）、線上複習（Online review）、全線上模式（Full-line
mode），設計學生學習項目，以達更高的學習成效。
低年級
閱讀 運用擴增實境（AR）
APP 認識圖書館環境
數學 針對數學能力落後的
學生，運用各種合適
的 APP，進行個別化
補救教學。

中年級
x

高年級
以電子書取代部份借閱紙本的不便，進行課外閱
讀
以均一教育網站進行課前預習、 一、使用全國教育大市集內之 APP 對數學能力
課後複習的輔助平台，並藉由網 落後學生進行補救教學、精熟學習。
站記錄學習歷程功能，瞭解學生 二、以觀看各自所需之影片作為預習。
的學習困難點，進行補救教學。 三、利用 LM 學習吧平台檢核學習成果。

參、教學策略運用
一、悅趣（遊戲）式學習：學生於遊戲或闖關式學習平台獲得成就感，達到寓教於樂目的。
二、線上即時評量：以文字、拍照、錄音、攝影等數位作品方式，進行網路平台上的評量活動。
三、數位操作：藉由操作平板上的數位圖像，彌補無法獲取或數量不足的學生學習工具。
四、心智工具引導法：引導學生將文章或知識進行歸納、統整與評論，架構系統性的思考模式。
五、探究式學習法：學生固定時段自由使用平板電腦，使其主動探究並解決問題。
六、共享寫作平台：透過共同編輯、小組合作的概念，共同解決問題或建構群體知識。

肆、學生回饋
學生 A：一開始透過平板閱讀原文時會因為某些字句太難，總是卡卡的。後來老師要求大家概覽閱讀之後，
我們能夠猜出原文大致的意思，自己都很驚訝。
學生 B：因為必須錄製廣播劇，所以大家都認真的撰寫自傳、討論呈現方式。有平常不愛唸書的同學為了要演
戲特別的努力，成果展現的「笑果」真好！
學生 C：我好喜歡用 Kahoot 作答，因為可以搶答比較刺激，以前紙筆測驗比較無聊。
學生 D：用平板在班網上造句時，真是既刺激又緊張，也很有趣。
學生 E：我喜歡用平板上課，因為可以比較輕鬆的做題目，不需要讓全班等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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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教師反思
邱筠茹老師：學生對全線上即時問答有很大的吸
引力，競爭過程能提高學生學習興趣。
洪慈敏老師：教學進行前曾經擔憂學生的語文程度
能不能應付原文典籍，但在古文和課文對照之後，學生
能自行從關鍵字找出參照閱讀的樂趣，真有成就感！
林明燕老師：平板電腦雖然讓教師多了一項教具
和學具的選擇，然而最重要的還是教師對於教材呈現
的設計、上課流程的掌控和學生的回應。
陳景怡老師：學生表現強烈的學習動機，能很快完成
教師指派的任務，但對於平板的介面操作，需再給予
練習的時間，增加熟練度。

海山行動學習團隊

陸、團隊展望
海山行動學習團隊由最早的 7 人，現今已擴增為
18 人，成員也從僅止於高年級導師，加入了中低年級
導師、美勞科及圖書館的科任教師，顯現多年來累積
的成果有目共睹，教師們願意為教學方式開創一條新
的道路，也願意為學生學習打開不同的視野。未來，
我們除了持續合作、學習、交流、創造，仍希望有更
多領域教師加入，活化教學，讓課程更加有系統性、
一貫性及完整性。

合作解決問題

高年級老師使用實物投影機、短焦投影機進行 LM
學習吧、Kahoot ！教學

低年級以九九乘法 APP 進行學習

中年級學生井然有序取用平板

團隊成員分享經驗、心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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頂溪 5C 行動學習趣
一、行動學習實施願景及特色
本校今年邁入第 62 年，重新在「獨立、尊重、傳承、卓越」的
願景下，檢視校本課程，提出「關鍵十年、風華再現」的新願景。為
提高學生的能力及協助學生有效學習，新校舍將結合未來行動學習、
翻轉學習的學習潮流，納入雲端學習的整體規劃，讓科技行動載具作
為學習的工具，以科技融入教學，支持學教翻轉，成為推動雲端學校
的基地，打造以學生為學習之主體的行動學習特色校園。
而根據 104 學年度檢測結果，學生以行動載具配合實施教學，不
論在學業成就、學習動機或在 5C 關鍵能力，皆具有顯著學習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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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媒體報導幼小銜接親子體驗學習活動 - 中時電子報
頂溪國小幼小銜接 提早體驗小學生活
2016 年 05 月 02 日 21:38 葉書宏
點閱 720
一年一度的新生報到活動即將開始了，為了讓學
區家長和目前就讀幼兒園的小小新鮮人能認識未來要
就讀的學校，新北市永和區頂溪國小特地舉辦「嬉遊
在雲端，Let’s Play On Cloud」幼小銜接親子體驗
學習活動。學校、家長會和志工隊一起展開雙臂，熱
情歡迎新生和家長加入頂溪大家庭。
頂溪國小規劃了 5 個幼小銜接體驗學習活動的關
卡，包括ㄅㄆㄇ我最行、歡樂 ABC、3D 驚奇書、魔
法刮刮樂、跑跳一級棒等，這些都是未來進入小學學
習的內容。
學習體驗的主題是「嬉遊在雲端」，結合頂溪國
小極力推動的行動學習，「ㄅㄆㄇ我最行」關卡，用平板電腦讓小小朋友體驗有趣的ㄅㄆㄇ學習；「3D 驚奇書」
則只要用平板電腦往書上一掃，可愛的海洋動物就會跑出來和小朋友互動。闖完所有關卡，完成小學學習初體
驗的過關者即可獲得家長會精心準備的紀念品。
活動的重頭戲在全體集合歡樂共舞之後，學校為小小朋友規劃了「Reading on Cloud- 閱讀在雲端」及「故事
DIY」活動，在老師帶領及志工協助下讓孩子體驗有趣的雲端閱讀及 DIY 手作活動。
同時段家長們則參加認識頂溪的校務報告，由校長羅文興簡介學校的辦學理念與特色，以及未來頂溪全新
校舍即將完工的發展與期許。會中也邀請到家長會現身說法，分享孩子上小學的成長與喜悅，頂溪是能讓孩子
快樂學習的最佳選擇哦！
頂溪國小為學區親子辦理幼小銜接活動，讓學生即早體驗小學生的學習，也讓家長更加瞭解學校，無形中
也增進社區對學校的認同感。( 中時 )

三、學生學習剪影
學生分組在校園中
拍攝自製數學題目
景物。

學生以 QRcode 進
行自主導覽學習，
認識校園植物。

用推播功能即時將
學生的答案分享在
螢幕上。

社會課時，學生運
用行動載具蒐集資
料進行自主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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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觀國小 105 學年度雲世代推動成果
一、簡介
本校位於板橋區浮洲地區，102 年時由本校與中山國小、大觀國中、
華僑高中、國立臺灣藝術大學策略聯盟成立了大觀藝術教育園區。本校藝
術特色課程主題為漫畫，結合行動載具，以及相機、攝影機的運用，學生
在台藝大師生的指導下自行製作簡易的動漫影片，更與自然與生活科技領
域學習結合，成為本校行動學習發展的特色。

二、教學發展歷程
本校「TGES 教學模式」，理論基礎係採用國內常用的 ASSURE 教學設計模式（分析學習者特質、撰寫學
習目標、選擇方法、媒體與教材、使用媒體與教材、激發學習者參與、評鑑與修正），實施策略則轉化 5E 學
習環步驟，在資訊團隊教師不斷嘗試、討論、修正再嘗試下，所建立的資訊科技學習模式。TGES 學習模式分
為科技 (T)、引導 (G)、探索 (E)、分享 (S) 四個階段，每個階段都是以孩子為主體的思考，強調讓孩子實際參與、
體驗、合作、分享。以提升孩子的學業力。

三、教學活動
( 一 ) 三年級 : 自然與生活科技領域─天氣與生活單元─主題氣象報告
學生操作相關天氣 AP

小組進行討論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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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 組 運 用 平 板 蒐 集 資 料

小組進行討論 - ２

( 二 ) 五年級 : 自然與生活科技領域─植物吸水性單元

大花咸豐草染色情形

縮時攝影機架設

雙色花染色實驗

影片分享討論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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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
林
國
小

風起雲湧 卓閱武林
學校簡介
武林國小位於樹林區，鄰近大同山，生態資源豐富。校園內設有蝴蝶生態教學園區，水生植物栽培教學區，
並建置全校無線網路提供行動學習教學。為了讓孩子有更多學習的機會，除了學校原本發展的「數學擂台」、
「閱讀擂台」、「英語拼字擂台」等線上學習平台外，我們希望從閱讀著手，透過 MSSR 身教式持續性寧靜
閱讀的示範帶領，讓閱讀的種子深植孩子們的心，再配合行動資訊載具的使用，規劃帶入閱讀理解策略，讓學
生們讀得精、讀得懂。未來，我們努力朝向數位學習校園來規劃，以「校園行動樂學習」目標邁進。

團隊與社群運作模式

專案執行行政支持

陳玄謀
校長
專案執行
方向指導

主要教學者
趙國勝老師
馮慧玟老師

輔導教授

資訊組長

劉遠禎教授

曾心梅老師

設備維護
行動學習發想

行動學習
領域拓展

數位學習
經驗交流

資訊教師

易諳峙主任

陳寶賢老師

平板
操作技巧

教師學習社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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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長教師

結合載具的閱讀分享

社群集會共同分享與討論

邀請專家討論未來發展方向

發展模式
在每生一載具的輔助下，整合教學、師資、課程、設備、平台等多面向，以數位科技之便利性達到個別化
及協助學習、思考之成效，亦延伸至課後學習。

未來展望
在本專案中，我們希望能透過學習中「好奇」及「自主」的出發點中，透過載具的輔助，給學子們帶得走
能力，並能應用這些技巧與語文能力，遷移到各方面的學習上。

數學
精進

英語

AR學習情境
閱讀
理解

行動

創作

分享

輔助

增能
線上擂台學習系統

精熟練習

• 情境學習（植物
介紹）
• 學習導覽（美展
解說）

輔助閱讀教學

輔助學習

發展中

自主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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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教育局 105 年度大觀國中

行動學習學校期末成果
科學與人文兼具的行動專案
「自造者」時代的來臨，傳統學科教育的學習已不敷
學生因應多變、資訊爆炸的新時代。大觀國中以自然領
域教師為主要團隊成員，自發性發展自然科相關探究式
主題課程，包含：自製實驗教學影片進行生物實驗課程
翻轉教學、單式顯微鏡製作、細胞模式實作、消化系統
賓果樂、葉切面模型製作、神經系統跑檯闖關體驗活
動、循環系統跑檯闖關體驗活動、挑戰基因轉殖、化石
大發現、天擇模擬、分類支援前線、生態系模式製作…

課程架構

等。
使用平板電腦進行資訊媒體數位學習，並融入差異
化教學策略，讓學生依個人程度進行實驗影片觀察並完
成正確操作。

機器人製作

利用平板電腦，操作「電路組裝套件虛擬實驗室」
進行資訊媒體數位學習，讓學生藉由情境模擬方式完成
配電及電路製作。
實驗影片觀查

電路模擬

自主學習
生物演化資訊融入

生物演化授課實境
生物演化課程以平板教學將資料儲存雲端，並以討
論性的課堂增加學生學習及思辨的能力。

學習基本 Android app 下載及操作，練習進入線上學習平台。
整合一系列學習之課程內容，以 Arduino 微型電腦程式開發做為課程目的。學生將習得之平板電腦應用
技術，靈活使用在學習 Arduino 程式開發課程之中，並樂於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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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式概念講解

App 應用 -

機器人課程

自動學習平台

小小算命師程式課程

1. Code 掃描器 App：
利用此 app 掃描教師呈現在螢幕上的學習平台網站 QR code，學生才能迅速登入線上學習平台下載相關科
普文章進行閱讀，達到無紙化。
2. Mindjet Maps for Android 心智圖軟體：
閱讀後之文章利用手寫心智圖後，可在此軟體中進行編輯，或匯入一般電腦使用 xmind 軟體製作完的心智
圖成果檔案，可在課堂上即時與同組同學進行分享、交流。

心智圖閱讀發表

電子書庫應用
心智圖教學軟體

科普閱讀得獎作品 1

科普閱讀得獎作品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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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轉夢想 E 起來
壹、 簡介
數位科技技術的普及應用，滲入了生活、學習及工作各個領域，造成教師知識與資訊的傳遞方式突破了傳
統方法。而滑世代來臨，行動載具的普遍，對老師、學生來說，不應只是用於生活休閒、娛樂，老師或許可以
思考如何善用這樣的工具來解決教學上遇到的困境、幫助學生更有效的學習。我們的團隊基於共同的夢想、理
念，除了希望透過各種活動引發學生學習興趣外，更期望能透過資訊科技工具 ( 行動載具 ) 滲入我們的課程，
幫助孩子們的學習，也輔助我們來了解學生的學習狀
況。我們想要實現我們的夢想，大家 E 起翻轉、為夢
想而努力。
( 一 ) 行動學習推展目標
從 105 年開始，校內展開以行動學習來解決原先
在課堂遇到的困境，並希望也能增加學生學習機會、
提升學生學習成效，老師亦能以學校的願景 ( 和諧、
溫馨、快樂、創新、卓越 ) 作為行動學習推動的目標，
延續並創造一個更優質的學習環境。
( 二 ) 行動學習推展特色
藉由營造溫馨、和諧的學習情境，增強學生學習
動力，讓學生快樂學習，使教學創新與教學效能提升，
讓程度好的孩子能有更多學習思考跳躍機會、讓學習弱
勢孩子能跟得上，並使其擁有更多的學習機會，以達到
提升學習成效的教育目的。透過校內行動學習推動，更
強化教師教學效能、教材教具使用、增進教學多元變
化、給予學生多元學習機會，甚至在家長日，行動學習
基地班導師亦擴展到讓家長親自體驗這樣的學習模式。

貳、 教學模式
本校推動學習共同體 (learning community) 至今
已經邁入第五年，亦為新北市的學習共同體的先導學
校，本著學習共同體的精神，課程設計為以學生為中心
及 UBD 模式，團隊教師嘗試透過資訊科技導入及學習
共同體的精神，發展出 E-LC 教學模式，即透過現有資
訊設備、行動載具、APP 等輔助，搭配學習共同體精神，運用於教師的課堂教學。故「E-LC」即指透過資訊
教學工具 (E) 的輔助及學習共同體 (LC) 的精神，讓教師在課堂教學能夠幫助學生概念理解、掌握學生學習狀況、
關注於學生的學習、促進學生思考等，讓學生的學習更有效，希望透過這樣的教學模式，培養學生溝通協調、
團隊合作、複雜問題解決、獨立思辨、創造等能力。

參、 教學活動設計與歷程
本年度教學團隊以數學領域、英文領域、自然領域、社會領域為主要推動領域，未來將持續發展學校
校本主題、特色課程等，期透過行動學習教師社群為主要推動、研發課程團隊，並善用遠端教學平台如
LearnMode 學習吧、均一教育平台等進行課堂運用、並運用行動載具、教學相關 APP、實物投影機等，翻轉
教師的教學、學生的學習。除了於課堂教學善用行動載具協助學生學習外，更於其他課程，如 : 學校各種營隊、
暑期輔導課程、學校例行活動等，嘗試挑戰融入科技工具讓學生能體驗不同的學習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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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用 APP 於課堂活動

學生錄製段考試題講解

掃描 Qrcode, 下載雲端資料

利用 Kahoot! 進行課後評量

應用學習吧教學平台於課堂

學校暑期營隊結合載具運用

肆、 團隊運作模式與歷程
團隊成員以行動三部曲 ( 社群增能、課堂實踐、分享反思 ), 作為團隊運作的模式 , 每位成員透過不斷的自
我成長、課堂實踐、省思 , 精進教學以提升學習成效。

每月工作會議

社群增能研習

學習吧平台操作

伍、 未來展望
符應資訊科技時代 , 運用行動載具 , 我們看到了孩子在好奇中探索與學習 , 在嘗
試中 , 逐漸改變學習態度 , 變得積極而主動。 我們深信由資訊科技的運用 , 老師的教
學將更活潑 , 學生的學習意 願也將更增強。重慶團隊藉由不斷探索與學習 , 逐步提升
自我的教 學專業知能。師生間的良性激盪 , 也引發更多教師的參與 , 我們期 盼藉由教
師教學專業知能的提升 , 能帶給學生更多自我展能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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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
和
國
中

行動你的學習
壹、行動學習在永中
知識的探究永無止境，尤其在資訊科技蓬勃發展的現在，教學的最終目標，應該要培養學生擁有自學的能
力。然而，中學生的組織能力不足，教師在培養學生自學的過程中，必須循序漸進，且同時充實各種科技資訊
使用的基本知識。
為了推動行動學習，永中在各項硬體設備持續更新與擴充，包括班班設置電腦與單槍，專科教室建置電子
白板及 IRS 及時反饋系統。至今，校內教師普遍能善用各種資訊融入教學，也勇於進行教學創新。

貳、社群教師為種子
校內行動學習社群的老師來自各領域，從原本的孤軍奮鬥，到團隊共學共享。陳秀琪老師是新北市的
SUPER 教師，使用平板電腦帶領學生透過食品雲了解食物的出處，掌握自己的健康；陳建立老師是教育部的
磨課師，設計生物科線上學習系統，讓生物課永遠不打烊；蔡鈺伶老師利用各式教學 APP，搭配行動載具使用，
讓每個學生可以依照自己的能力學習英語；張鉅輝老師是新北市 Edmodo 與 Google Classroom 等教學平台
之研習講師，在課堂中設計課程並帶領學生參與各項校外競賽；詹絹絹老師利用行動載具搭配國文科教學，提
升學生的學習動機與興趣。
校內的社群老師們除了共學共享，團隊也到崇林國中進行參訪，透過崇林國中各領域的教學觀摩與示範，
更深化社群教師們的信念，也了解在翻轉學習的道路上，有許多同路人。

參、領域教師共鑽研
為了提升教師資訊融入教學的知能，永中針對各領域教師的需求規劃資訊研習，並邀請該領域校內外教師
進行教學演示，透過實際的教學觀摩，了解如何設計課程、如何善用各種載具，以提升學生的學習成效。
◎英語科跨校教學觀摩及各領域研習內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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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教室翻轉樂學習
當學習的方法不再只有講授方式，學生的學習動機與興趣也必然跟著提升。在立哥的生物教室，學生可以
自己決定學習的速度；在鈺伶老師的英語課堂上，學習最弱勢的學生也可以利用適合的 APP 學習；在秀琪老
師的課堂上，健康教育不再侷限於課本的知識…….。校內許多老師的教學方式開始鬆動了，我們相信教室的學
習風景也將不同了。

教師

課程主題

蔡鈺伶

利用 Scoop 法來理解
文章內容

陳建立

1know 平台
不會打烊的生物教室

陳秀琪

食來雲轉
( 微軟創意教師優勝獎 )

陳育霖

鏡面反射定律

廖國禎

1know 平台
雲端數學教室

課程照片

詳細瀏覽網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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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山
國
中

中山好行動
為了培養學生自我學習能力，本校於 104 年將啟動行動學習計畫，打造智慧型學校，期許學生在科技的
環境中，建立卓越與創造能力，與國際環境連結，培養競爭力。
中山國中行動學習計畫以國際教育為教學主軸，藉由 5E 教學模式結合行動學習，期望學生在探索
（Exploration）與參與（Engagement）學習中，建立以學生為學習主體架構之學習模式，進而達成學習型
學校目標。

課程設計上，由老師就國際議題與發現的
問題，引導學生進行問題之探究，藉由行動載
具進行資料蒐集與問題解釋（Explanation）；
為了達到學習精緻化（Elaboration），在語言學習則利用語言教室與行動載具強化學生讀取資料能力。評量
（Evaluation）方式將藉由作業繳交網站 (mClassPad 行動學習系統 ) 與競賽網站 (Kahoot 網站 )，讓學生使
用行動載具，提高學生學習興趣，並進而建立判斷與思考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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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 kahoot 進行評量

學生對立及評量的回饋印象深刻

國際論壇演講

國際論壇成果發表

英文教學使用 Quizlet

App 程式設計

Moodle 研習課

創客研習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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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
倉
國
小

米倉童學會 行動體驗綠與美
壹、打造行動學習的智慧校園，化實踐經驗為知識
米倉國小擁有得天獨厚的自然生態、人文藝術環境，長期以「童玩夢工廠」為目標，打造「孩子們快樂成
長的樂園，教師專業發展的園地，社區總體的營造中心」。可攜技術的蓬勃發展，使行動載具成為我們學習的
翅膀，課程中融入資訊科技創新教學，重新建構孩子對於資訊科技的認知，學習不再限制在小小的課室時空中，
校園裡外處處皆教室，時時刻刻可學習，全校師生一起輕鬆自學或共學，並從中獲得學習的成就感與滿足。
在歡愉學習中教師精進教學技巧與知能，提升學生問題覺察力、探究能力、批判思考能力，並培養團隊合作默
契，繼而運用科技共同解決問題，同時以「環境探究」、「藝術創作」、「在地關懷」、「全球視野」為課程
的核心概念，讓學校躍進為永續卓越學校。

【行動載具讓蒐集資料更便利】

【專題研究認識各種石材】

【無時無刻校園處處好學習】

貳、研發創新探究的教學模式，從探究歷程為策略
「IIPP 探究教學」以學生的探究活動為中心，教師安排合適的學習情境，引導學生發現認清問題的所在，
提出可能的假設，擬定可行的解決方案，以驗證假設並獲致結論，經由嘗試運用行動載具問題解決的過程，並
讓學生嘗試運用行動載具解決問題，讓學生體會探究的經驗，並學習到探究的過程與技能，也就是發現問題
(Imagine)、蒐集資料 (Inquiry)、討論實踐 (Practice)、成果分享 (Product) 的歷程，學生在動態學習過程中，
能『主動發現、勇於探究、樂於學習、願意分享』，繼而培養出解決問題、探究、科技運用、溝通表達、團隊
合作等五項關鍵能力。

【IIPP 探究教學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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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動學習與資訊科技融入教學課程設計歷程】

參、建構創意有機的課程教學，以自然與生活為師
從學校的生活脈絡中，學校發展了三套課程，分別為簡述如下：
課程一「米倉河口野學堂」: 從發現校園有紅螯螳臂蟹出沒，基於生態保育的想法，米倉師生運用行動載具記
錄陸蟹「阿紅」的生態行為、結合創客自造的精神發展木工手作課程、並與專家學者合作以程式設計課程，製
作走路阿紅。
課程二「蟻軍突起」：當千軍萬馬的破壞單家蟻出現在校園裡，咬壞電線、電器、鍵盤，甚至燒掉了辦公
室，弄壞學校總機斷絕對外聯繫，米倉全校師生以 s-viewer 觀察螞蟻生態，用微電影紀錄蟻害防治的故事，
拉開米倉學生們精彩的數位說故事序幕。
課程三「看見米倉 E 動新石代」：八里特產觀音山石是傳統工藝重要的素材，禁採後，店家石材從傳統樸實的
觀音山石轉變到進口石材，透過課程孩子們在專題中設計 QR CODE，運用行動載具就能幫助遊客認識各式各
樣的石材。
在真實的情境脈絡下，以語文、自然與生活科技、綜合活動為主要學習領域，統整資訊教育、環境教育等相關
領域，發展出資訊科技融入創新教學課程，培養『主動發現』、『勇於探究』、『樂於學習』、『願意分享』
的精神，來達到『問題解決能力』、『探究能力』、『團隊合作能力』、『科技運用能力』及『溝通表達能力』。

【全校師生行動學習一起來】

【教室內外都是學習好場域】

【行動學習讓學習輕鬆又有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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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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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青春

課程方案 1: 畢業季系列課程設計
【設計理念】
六年級下學期，畢業季來臨，孩子們面臨著離情依依的情緒，除了感受別離，也希望孩子可以用自己的力
量紀錄下一些小學階段重要的回憶。
延續綜合領域第四單元教材中「滿載出航」的主題，希望學生能在此階段參與各項活動，並由活動中主動
探索並表現自己在團體中的角色。因此「我們青春」課程就是延續此概念而來，最終希望孩子能利用行動載具
中拍照、攝影的功能，再搭配 APP 的編輯，製作成一部屬於自己青春回顧的影片。

【整體課程規劃】
以「我們青春」為主題，規劃跨領域的課程設計，包括國語文領域—我寫青春，藝文領域—我繪青春和綜
合領域—我拍青春，本次主題學習 APP 地圖中以綜合領域—我拍青春為主軸，規劃一系列課程。

【感想與收穫】
此次「我們青春」課程設計中，以六年級畢業生作為嘗試，利用行動載具進行一系列畢業季相關照片和影
片拍攝、編輯和後製，除了讓班上學生用自己的方式記錄畢業心情，此效應也藉由影片上傳發酵到其他班級，
讓學生對於自行利用行動載具進行畢業影片拍攝充滿濃厚的興趣，畢業生皆躍躍欲試。此課程可以經過高年級
夥伴進行同儕研討修正後，未來加入六年級各領域課程中，讓行動載具的學習和應用在六年級畢業季活動上，
成為一個以行動學習為核心的主題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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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方案 2：國語課堂中的行動改變
【設計理念】
為明確改善教學現場的困境，有效提升孩子學習的成果，基於行動研究解決問題的精神與態度，希望藉由
行動學習的新模式、新思維為教學現場帶來一個可能的機會與方向。
策略一：自主學習與小組分享
透過行動載具提供孩子有足夠的機會，能夠在課堂當中即時的進行自主學習，並利用相關學習平台的分享
達到知識共享的效果。另外，老師也能從記錄的過程中發學孩子的成長與改變。

策略二：小組合作學習與搶答機制
利用行動載具來進行群體搶答與競賽的模式，在
進行教學當中確實激發孩子的學習動機，讓整個教學
活動變得更加熱絡、有趣，而相關配合的程式軟體取
得與操作也日趨方便與直覺化，確實值得推薦給行動
學習的教學新手。為了深化孩子的學習成效，更搭配
小組成就區分法的合作學習模式，讓教學不僅有趣，
更重要的是有效！

策略三：差異化教學
差異化教學講究的是課堂中的立即補救，但往往
老師必須依據學生學習狀況設計 2~3 套的學習資料
及評量工具，這也造成教學上相當的負擔，然而若能
配合行動載具來幫助進行差異化的作業選派及錨式活
動，這將讓孩子能夠學得更好。

【感想與收穫】
行動學習對於引起孩子學習動機的效果是大家有目共睹的，然而透過老師的教學設計與課堂活動的安排，
必定能讓孩子不僅學得有趣，更重要的是深
化孩子學習效果。另外，這幾年來許多人在
行動學習領域的投入與開發，讓行動學習在
課堂上的運作變得上手，如果你想要看見孩
子充滿驚奇的眼神與滿足的笑聲，歡迎加入
行動學習的行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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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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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坑小魚兒 樂學夢奇地
一、成果摘要
本校以「長坑小魚兒 樂學夢奇地」為主題，結合學校的特色─馬口魚，進行「國語及數學領域」行動學習
的融入課程規劃。
在課程中，根據能力指標，在教學上發展 Clam 學習模式，統整腦口心眼耳手的學習；在情境上融入馬口魚，
更貼近學生的校園生活。教師也會佈題給予學生挑戰，讓學生藉由合作學習的方式，自主蒐集資料並運用各式
APP，產出簡報後各組發表並做同儕互評，最後由教師做統整講評。
在補救教學方面，本校借助各類學習 APP，利用雲端電子書及平板電腦的便利性，先指導學生如何使用均
一學習平台及導師提供的學習簡報素材，讓學生可以隨時隨地的進行學習，並結合線上測驗隨時可以檢視學生
的學習歷程，以及學習是否達到精熟。

二、推動成果
目 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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描 述

增進學生資訊能力

透過「行動學習推動」計畫，搭配既有「未來學校行動教室」計畫，創造出「長坑 E 片雲」
改善原有資訊學習方式，透過合作學習、教室翻轉的精神建構出學生自主學習的常模，
無限開展學生想像與創作的動能 進而打造數位科技偏鄉卻能與世界同步的願景。

激發學生創意思考

結合數位行動載具讓學生在學習中可以自由思考發揮創意，激發學生既有思維習慣，
跳脫框架並將創意與資訊同步連結，從地理偏鄉侷限轉而站在「長坑 E 片雲」的雲端，
看盡世界樣貌，延伸無限大空間之學習思考。

縮短學生學習時間

數位行動載具利用，縮短學生學習進程，透過課程開發和載具的利用，更可以增進學
生學習興趣與學習效率。

培養自律與效率

透過雲端共享資源和 Google 平台介面，讓學生從小學習自主能力的管控，無論是時
間管理、成效評估、同步分享即時反饋，都能讓學生從實務中開啟自主管理的能力。

知識分類與釐清

同步於世界知識的獲得後，必須透過教師指導學會分辨真假知識，並將知識系統分類，
瞭解相關知識利用之搭配與關鍵時機。

促進學生同儕合作

在學習中彼此關心與分享學習過程將是合作學習的精隨，教師將帶領學生除增進表達
能力外，更重要的是，透過同儕間的學習互動，瞭解合作的重要性。

拉近師生情感

師生的學習對象是相互彼此，挑戰傳統教學常模，因此「教」與「學」是項相對性的
挑戰，有助於師生學習上的自省，也是躍上「長坑 E 片雲」雲端的最佳契機。

三、教學活動設計與歷程
非正式課程：藉由運動手環培養學生自律及健康作
息的目標。

先藉由運動手環，記錄學生的運動與睡眠紀錄。再
利用 google 表單填寫手環紀錄及生活自評。

數學領域：六下 / 地圖與比例尺
國語領域：五下 / 第八課 動物的尾巴

訓練學生對於說明文文章分析的能力，透過討論讓
學生去思考段落大意，並使用共作的方式協力完成
文本結構的表格，使用 Google 文件共做的功能，
讓學生可以在同一份文件裡合力完成本課的段落大
意及課文結構。

透過電子地圖，了解比例尺會影響實際景物在地圖
上呈現的大小，以及地圖呈現的區域範圍。並實際
使用 google 地圖，讓學生認識八里地理位置的相
關距離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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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芝
國
中

我是小小企劃師
我是海洋教育闖關王
1. 簡介
本校校本課程 [ 海洋教育 ]，融入各領域進行教學，培養學生 [ 知海、親海、愛海 ] 並熱愛鄉土的情懷。其
中，特別針對 7 年級的新生，進行校外的實地踏查，各領域老師會在活動場地勘查後，配合行動載具的運用，
設計活動內容，讓學生「坐而言，不如起而行」。學生分組完成 [ 海洋教育 ] 活動，透過實地的踏實，觀察環境、
合作溝通、問題解決，讓學生從探索中表現自己，建立自信，養成面對未來挑戰重要關鍵能力。

近三年校本課程 [ 海洋教育 ] 校外行動學習演進

平板電腦
Apps
3D印表機
製作印章
學生手繪
闖關卡
105 年海洋教育校外行動學習活動三個主要元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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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教育校外行動學習在本校歷經了 4 年，精益求精，求新求變，往年都是教師負責關卡設計、今年我們
大膽嘗試讓 8 年級學長姐擔任關主設計活動、或擔任小隊輔帶領學弟妹完成闖關，總共有 3 個班的八年級同學
一起參與 7 年級的海洋教育活動，這對 8 年級的學生而言，可能是一個艱鉅的挑戰，但也將會是很豐碩的成長
果實。
對擔任關主與活動內容設計的班級學生而言，更是萬事起頭難。所幸，教師運用 Educoco 平台，在平台
上循序漸進引導學生完成任務，透過小組的充分討論、腦力激盪與互評，完成艱困挑戰，順利成為海洋教育闖
關王。

1

2

3

4

5

6

7

8

課程介紹

遭遇問題

進行探索

自我學習

重新思考

決定答案

展現結果

進行評鑑

海洋教育歷險記-PBL-8 個流程

海洋教育歷險記

認識海洋

我是海洋

海洋關主

海洋-我想

從我開始

關卡王

任我行

對你說

1. 透過闖關活動讓七

1. 每組約3～4人，組

年級學弟妹了解什麼？

長輪流擔任。

（闖關的目的）

2.各組先登入平台瀏

1. 瀏覽他組給的回饋，

1. 針對海洋教育闖關

並修正關卡內容

的活動設計與愛護海

覽他組給的回饋，並

2.確定關卡運作流程

修正關卡內容

3.把自己想像成關主

3.上台發表的演練。

演練關卡的進行。

限一個，可橫跨各個

4.各組上台介紹關卡

4.各組上台演練關卡

領域，也可以自行設

活動內容，下一組幫

計）

忙錄影。

影。

4. 上網尋找相關資料

5.各組將錄製影片便

5.各組將錄製影片便

並於平台上發表。

上傳youtube。

2. 目前搭配的領域是
哪一個領域？
3. 關卡初步構想（不

進行，下一組幫忙錄

洋，各組討論出1~2
個題目來反問同學。
2將題目統整後，設
計成任務的心得回饋
題。
3.各組討論並於平台
上發表。

上傳youtube。

這次的活動設計範圍非常廣泛，令人有些畏懼，但孩子的第一句話：「太
棒了！我要參加！」就這樣因為孩子的一句話，打動了我退縮的心，一頭栽進
闖關的設計裡。Educoco 平台可以讓孩子隨時隨地的學習與分享，學習不一定
要在課堂上才能發生，透過平台，孩子也可以利用課後時間盡情的吸吮各組的
成果與知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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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
志
國
中

明志 e 動教室，帶孩子尋寶趣 !
一、行動學習方案簡介
全球知名手機遊戲—寶可夢 Pokemon Go，在台灣及其他許多國家一推出就造成轟動，更帶動當地全
民玩遊戲的風潮！而我們所關心的遊戲應用於教育議題上，許多研究都指出：遊戲式學習 (Game-Based
Learning，以下簡稱 GBL) 的教學方式，可以提升學習效率、刺激學習者的興趣、降低課程所帶來的負擔。
承上，明志國中的「明志 e 動教室」行動學習方案，其核心的教學模式係運用 GBL 教學策略，透過遊戲
來提升學生的學習動機，並結合專題導向式學習 (Project-Based Learning，以簡稱 PBL) 進一步培養學生系統
性解決問題的能力與專題開發的實務經驗。此種以學生為「主人」的教學策略，教師扮演鷹架的角色為學生解
惑，學生以合作學習的方式發揮所長。

二、教學模式及課程架構
我們的團隊自 104 年度起提出「明志 e 動教室」行動學習方案，陸續成為「新北市教育實驗學校」及「新
北市、教育部行動學習學校」，我們以 MOVE 做為教學的核心模式，其中 M 代表 Maker( 創客 )、O 代表
Open Source( 開放原始碼 )、V 代表 Virtual Reality( 虛擬實境 ) 及 E 代表 Evernote( 專題寫作 )，並發展八大
行動學習策略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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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推動成果
新北市政府教育局及教育部每年都會分別辦理「貓咪杯」Scratch 程式設計大賽，事實上，我們學校的「明
志貓貓俱樂部」也有許多活生生的「貓咪」，總部就設在明志國中校長宿舍，目前大約有 60 幾隻的流浪貓均
獲得妥善的安置及照顧，也成為明志國中七年級學生必修 2 節課的生命教育體驗課程，八年級學生應用 GBL
融入 Scratch 程式設計，九年學生則繼續延伸課程並結合 PBL 融入運算思維的概念，鼓勵孩子參與專題研究，
例如探討流浪貓的議題時，教導孩子學習如何透過系統性的思考來解決問題，像今 (105) 年我們教學團隊指導
孩子參加北北基桃四城市專題寫作競賽及全國網界博覽會，分別榮獲優等及佳作的好成績，就是最好的例子。

「明志 e 動教室」教學團隊參訪龍華科大

孩子使用 Google Cardboard 體驗 VR

GBL 遊戲式學習模式融入行動學習

PBL 專題導向式學習模式融入行動學習

四、未來願景
美國知名電視影集《星際爭霸戰》個故事是敘述「星艦企業號」以及它的航員的歷險過程，每一集開頭的
旁白說明了他們的目標：宇宙，人類的終極邊疆。這裡敘述的是星艦企業號的旅程，在艦長 ( 隱喻為老師 ) 的
帶領下，隊員 ( 隱喻為學生 ) 們運用尖端的科技，去探索這全然未知的新世界，尋找新生命和新文明，過程中
夥伴們充分發揮所長，合作無間克服各種難關，勇踏前人未至之境，成功達成任務。而我們教學團隊提出「明
志 e 動教室」方案，就是希望朝系統性的軟硬體建置，自然而然帶入資訊科技活化的 GBL 及 PBL 教學模式，
引導孩子快樂地去學習探索校園內豐富的教學資源，培養其具備「程式設計」及「運算思維」新行動學習關鍵
素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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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領域
自然與生活科技領域之生活科技
1. 運用智慧型手機或平板的藍芽功能，
操縱可程式控制的模型汽車

3. 教師社群學習樂高機器人與
Arduino 藍芽遙控車

5. 學生運用程式 C 語言與 VB 設計
「智慧型魚菜共生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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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運用平板於課堂教學

4. 學生運用智慧型手機的遠端連線功能
製作「手機監控餵魚裝置」

6. 學生製作機械獸，可以與手機藍芽
裝置做連結操控

7. 學生運用平板設計「闖關遊戲程式」

8. 學生參加全國競賽運用平板 + 創客

生活科技這門科目強調「動手做」，能運用科
技解決生活上的問題，剛好與創客 (Maker) 強調「做
中學」的自學與共享之精神相通，現階段的課程因
3D 列印、雷射切割與 Arduino 等電路感測器的設
備加入，使得很多的發想得以製作出來，也讓生活
科技漸成顯學。
有很多的作品需要結合平板或智慧型手機加以操控或當作顯示介面，運用其中的 APP 與物聯網功能，行
動學習結合有趣的自創周邊裝置將如雨後春筍般令人驚豔！
相信不久的將來，生活科技與創客風潮勢必發光發熱，能吸引更多的人才投入與彼此合作！

生 生 樂學創客風，
活 學 活用翻轉中，
科 科 相關能運用，
技 能 到手萬事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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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寮
國
小

五寮雲教室 – 打造竹科新樂園
一、緣起
五寮國小位於新北市三峽區五寮山區，是新北著名筍鄉，近
幾年來，在團隊合作努力下，我們導入行動載具，並融入在地特
色增加課程活潑性，培養孩子的關鍵能力──表達力、閱讀力、探
究力、資訊力、合作力。我們希冀透過特色課程的循環課程。藉
由在地豐富的自然景觀與數位工具結合，讓孩子發揮天馬行空的
創意，利用語言、文字、影像及音樂內化整合進而表達自我想法，
訓練「表達、溝通與分享」的關鍵能力；最終我們期許達到自我
意識提升。

二、打造「竹」科新樂園
透過特色課程與行動載具的結合，目的在訓練孩子口說，創
作孩子展能舞台，從表達中獲得勇氣，提升自信；在課堂中溝通
與合作，培養良性競爭；在歷程中覺察、反思，積極主動；在舞
台上創意展現自我潛能，讓五寮國小成為三峽地區的竹科新樂園、
人才初培的搖籃之處。

三、五大角色能力培養

在特色數位課程中，由五個ㄓ解說員、小書蟲、小記者、小主播、小導演等五大角色、不同主題的行為訓
練、將不同的角色特質深化至孩子心中，在課程歷程中增進關鍵能力的培養，進而達到自我意識提升，學生自
信展能。我們期望在數位特色課程中利用場景的變換，我們讓孩子體驗不同的角色說不一樣的故事；由體驗不
同的角色，進而學習到角色的特質。利用解說員小記者、小主播、小導演特色課程的角色培養，訓練孩子溝通、
表達、分享能力，讓孩子向內探索自我，向外溝通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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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數位說故事
影片（原創）＋音樂（原創） ＝ 影像 Maker
結合五寮國小行動學習校本課程發展，以「探
究」、「創作」為課程的核心主軸，帶領學生從事
「深度」、「精緻」、「創意」的學習課程，鼓勵
孩子勇於挑戰新事物，並養成明辨、有點子的思考。
課程主要採取融入式的生活化課程，讓孩子隨手的
數位工具，都能變能學習的利器，進而創造出不一
樣的學習歷程。讓國小階段的五六年級能夠結合科
技多元創作，除了透過影像說故事，更重要的是能
夠結合一到六年級的音樂素養，運用合適的 App--「GarageBand」進行音樂創作，由於音樂是「原創
性」，所以，在使用上並無版權的問題，可以加入任何一篇校內的數位故事影像中，相當的便利。課程操作的
目的是進行跨領域學科的整合，將五寮這幾年的資訊科技融入教學應用，做一次完整的搭配，讓我們的孩子可
以將多種能力整合運用（語文：腳本寫作＋資訊：影像編輯、資訊概念＋藝文：音樂創作＋綜合：主題設定），
可以用影像來說一個感人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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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
福
國
小

有愛無礙展翅雲世代
遠距微距學習真有趣
偏鄉老校的新契機
成福國小位處三峽郊區，全校共有 11 班，是一間 98 歲的老學
校，但近幾年來學校進行了一連串永續校園的改造工作，從教學農
園的設置、水生植物池的整理、透水鋪面的鋪設、生態教學櫥窗的
佈置、生態步道的踏查到生態溼地的規畫，造就了目前在校園內記
錄到的生物相當豐富，共有：水生植物 131 種、鳥類 40 種、蛙類
11 種、蜻蜓 38 種、蟹類 1 種、爬蟲類 3 種、蛇類 5 種。學校位處
於橫溪、三峽河、大漢溪匯集處 ( 三角湧 )，又前有溪南山，後有柴
埔山，校園綠地就如此巧妙的介於山水之間，因此，成為動物遷徙
之重要廊道，自然生態豐富，具有高度生物多樣性。
本校校本 ( 環境教育 ) 課程編寫以學校願景為核心，結合在地歷
史人文與自然環境的特殊性，發展成福特有之「人文教育課程」與
「環境教育課程」，利用正課 ( 能力指標相同之課程取代 ) 或社團、
營隊等方式融入教學內容中，使學生對家鄉能有更深切的了解，進
而培養其愛護鄉土與自然的情懷。本校校課程雖已大致編製完成，
但隨著教師對校園環境的認識，越來越深入之後，察覺內容仍有增
補的必要。所以現行的雲世代課程，仍是一個「進行式」的課程。
學校位處偏鄉，弱勢比例超過六成，資源班的孩子超過一成，
我們透過行動學習課程，提供孩子新的學習方式，讓資源班的孩子在遊戲與操作中學習，透過新的學習方式讓
他們能夠喜歡上學習且具有具體的學習成效。

整個校園都是數位生態探索的教室
關注校園發生的生態及環境故事。透過數位工具觀察去認識我
們校園及三峽的精彩生態，利用數位相機及 ipad 上的鏡頭去記錄
下自己的感動與觀察，透過平版的畫筆去描繪出自己的感動，老師
利用數位平台記錄並分析孩子們的學習。我們期望孩子能夠利用創
意，透過平版電腦去完成自己的電子書及紀錄片，現在的平版電腦
不但具備文字的編寫與記錄的程式，讓孩子們可以進行文字的紀錄
與創作，更特別的是這些 ipad 平版電腦擁有 Full HD 的高畫質影
片拍攝功能，孩子可以
透 過 ipad 進 行 影 片 拍
攝與創作，創作完成後可以直接將作品放在網路上與他人分享，而
到圖書館的孩子，也可以透過 ipad，看到自己同學或是別人的文字
與影音作品，進行移動式的數位學習與創作。
利用老師建立的數位雲端資料平台，學生可以拿著平版在校園
與學校後山的柴埔山與三峽、社區的文史教學點進行探索學習，並
可以利用教學 App 進行自主學習和團體學習，學生要完成學習記錄
並製作簡報進行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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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中學的數位體驗學習模式
成福國小的校本課程強調的是做中學，透過老師和學生的行
動讓課程能夠深耕在孩子的心中，例如要愛護校園的生命，就是
讓孩子實際進行校園生態調查，先從實際觀察與記錄，認識生物
然後記錄生物的故事，讓孩子們自然而然關注身邊的生命進而愛
護牠們。
如果希望孩子了解外來種對於本土生態的影響，就是直接帶
他們到學校的後山，直接清除外來種的綠癌 - 小花蔓澤蘭，透過
實際的接觸與行動，了解小花蔓澤蘭的超強繁殖力，在清除的辛
苦過程中認識並感受外來種的恐怖之處，而我們的數位體驗式學
習就是透過數位工具的輔助，利用自製的數位記錄工具，將這樣
的體驗數位化，並將感受與感動記錄下來，我們讓孩子透過 AR 擴增實境及 VR 虛擬實境將孩子的感動重現並
分享出來，透過數位導覽及體驗加上網路分享，讓我們的經驗學習模式能夠除了實際體驗外還能透過數位工具
將這樣的感動分享給更多的人，這就是我們成福的數位體驗學習模式。
成福國小的數位體驗式學習是參考庫柏的經驗學習圈模式，加上校本做中學的體驗式課程，透過雲世代教
師社群利用數位工具與網路資源的研發與討論，將體驗 - 反思內省 - 歸納 - 應用 4 個階段融入在我們的雲世代
行動學習課程中，讓我們成福的孩子能夠在做中學中真正進行深入的學習，能樂在學習更能愛上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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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行動學習
校園大探索

熟悉工具
• 了解平板電
腦的操作與
使用

選擇關卡
• 所謂的關卡
就是校內的
能源相關設
施

參與挑戰
• 以線上簡報
或APP或網
頁模式
• 互動方式解
答設施相關
問題

拍照打卡
• 填寫心得並
在該地點拍
照上傳，作
為過關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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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昌福國小
行動學習
學校名稱

新北市昌福國小

校 長

鍾信昌

全校班級數

23 班

專案實施班級

2 班共計師生 43 人

平板運用：校內行動載具數量、使用班級、主要應用方式
班級

教師

平板數 作業系統

主要應用方式

五2

郭秋萍 13

Android

均一教育平台、心智圖教學

五4

董慧娟 13

Android

國語科閱讀理解、心智圖教學

五年級

駱約如 29

Android

進行平板 APP 繪圖教學擴增實境體驗

專案計畫執行摘要描述
無所不在的學習（always-on learning），人人擁有資訊科技，資訊無所不在，運用
Google 雲端學習資源：提供以學習者為中心的雲端應用教育。
【團隊運作】

行政團隊（校長、主任、資訊組長）、行動學習教師 ( 班級導師、自然領域教師 )，透過學習系統平台應用、
專題網站分享教學歷程，雲端的環境營造、教師專業成長、辦理教學觀摩及區級的分享研討等方面來推動本校
「行動學習專案」

【學校亮點】
以運算思維核心教學理念，落實數位生活應用學習。
說明：掌握運算思維（Computional Thinking）的拆解、找出規律、歸納與抽象化、設計演算法等教學
方法，並以雲端個人數位生活應用為教學主軸，學生在網路新世代能應用自如，學習解決問題的態度，以專題
製作 APP 達成深度學習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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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設計】

(1) 語文領域：課文領域、統整單元主題概念，運用心智圖達到閱讀理解。
(2) 自然領域：落實自然科實驗，利用平板拍照記錄，儲存至 Google 雲端硬碟，再做成文件報告，Email 寄給
老師。
(3) 資訊課程：培育學生資訊基礎能力，運用網路打開視野，善用 Google 雲端共用協作，以學生為中心時代
的來臨。

訓練時特別著重的概念
◆ 展示各種資訊成果作品吸引學生的學習興趣。
◆ 研習時間以 2-3 小時為主，長時間研習效果容易打折。
◆ 以主題式教學方法，先觀看作品、引導、討論、分析再介紹資訊技術。
◆ 錄製影音檔，讓學員能更專注的聽講，不用抄寫記錄電腦的操作程序。
◆ 錄製影音檔時間控制在 2 分鐘左右，容易記憶及方便查詢操作功能。
◆ 準備好教學範例檔，讓學員練習時，能有完成作品的成就感。
◆ 講師在課堂中走動觀察小朋友操作，隨時協助學生操作上的困難。
◆ 展示作品請學生觀看並主動發言，培養學生主動觀察及分析的能力。
◆ 學生有不一樣創意想法的作品時，請學生上台介紹自己的作品及想法。
【專案網站】

https://sites.google.com/site/cflearnning/
(1)Google 核心課程架構圖

(2)Google 課程影音教學：http://163.20.239.129/~teach/51google/index.htm

新北市昌福國小 「健康、關懷、智慧、創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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桌遊鳳鳴學堂 飛躍學習樂園
鳳鳴國小位於鶯歌陶瓷故鄉的邊陲，是一所不山不市的學校。全校班級數 41 班 ( 含特教、幼兒園、補校 )，
學生 930 人。以求真、樂善、達美為學校願景，運用平板行動載具、網路進行各項學習，由防災桌遊教學寓
教於樂，並透過戶外教育周遊列國實踐體驗學習，讓學習不只是書本，學習場域由內到外，打開孩子的視野，
豐富學習內涵，打造一個親師生共學共好的教育園地。

鳳翅高飛

愛與幸福

防災桌遊

廈門文化交流

一 . 團隊成員及運作
( 一 ) 成員介紹 :
行動學習團隊以三星智慧教室為基地，已邁入第三年，由校長親自帶領，著重防災及藝術創新教學，
團隊成員為林蔚聖 ( 防災桌遊及戶外教育 )、連瑜佩 ( 防災動畫 )、郭良彥 ( 均ㄧ平台 )、陳瓊美 ( 校園導
覽 QRcode)、蔡明潔 ( 閱讀活動密室逃脫 )、生惠珍 ( 資訊 )、湯明祥 ( 資訊 )、王蕙雯 ( 教務主任 )。
( 二 ) 團隊運作與成長分享 :
1. 定期召開月例會，對話研討與分享，並安排學暫者專家蒞校輔導與參訪交流。
2. 辦理增能進修、校內外教學成果發表及參加校外教案比賽。

定期召開月例會

施如齡教授增能進修

劉遠楨教授蒞校指導

三星 15 校聯合發表

二 . 行動學習特色課程
課程藉由三星 SMART School 及教育局、教育部之行動學習專案，配合本校為防災重點學校，以藝術與
防災為主軸，運用行動載具，建構設計時時可學習、處處是教室的學習方案，教學主題如下 :
( 一 ) 防災夢工廠 - 動畫 Let's go：結合藝術動畫課程，面對不同災害類型 ( 如地震、火災、颱洪等 )，如何應變，
製作成動畫，提升防災素養。
( 二 ) 防災桌遊 Hi 學習：由師生共同設計防災桌遊「神器降妖記」( 地震篇 )，藉由防災桌遊教學寓教於樂，將
防災知能融入遊戲中。
( 三 ) 動物園逃生「趣」：利用木柵動物園戶外教育，實現「學校在窗外」的理念，了解場域安全路線及避難
逃生動線，實踐防災知能。
( 四 ) 當均一遇到檢測 - 翻轉數學：藉由均一平台的功能，進行數學教學，讓程度較優的同學能自主學習，讓
學習困難的同學能進行補救學習，以期帶好每一位學生。
( 五 ) 校園藝術 QRcode：除營造處處可學習之情境，並讓學生導覽解說校園藝術裝置之意涵，培養孩子可帶
著走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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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 ) 閱讀活動密室逃脫：利用平板結合虛擬與真實情境，抓到藏在書本中的神奇寶貝，讓學生藉由充滿刺激
的探險過程，進行圖書館利用教育，養成閱讀「悅讀」的好習慣。

三 . 課程教學活動
( 一 ) 課程架構地圖

防災動畫課程

校園藝術 QRcode

防災教育戶外教育篇

( 二 ) 教學活動

防災動畫教學

均一平台教學

防災桌遊體驗

校園藝術 QRcode

戶外教育 ( 木柵 )

閱讀活動密室逃脫

戶外教育 ( 廈門 )

學生作品發表

四 . 結語
教育的途徑不同，但目標是一致的，感恩行動學習帶給孩子們一趟不同的學習之旅，感謝孩子們，為我們
的生命啟動喜樂的元素，希冀孩子們飛得更高、看得更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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遨遊雲端
為了讓學生了解知識與資訊是隨手可得，學
習者有機會善用科技來探索學習，上課結合學生
擅長使用的行動學習載具，將其轉換成輔助學生
學習，增進學習動機的工具，也讓教師更能深耕
於這項教學轉變，讓學生不再逃離課堂而是更樂
於參與。我們期許能與世界新教育型態接軌，利
用載具達到翻轉教室、即時回饋、學習不受時間
與空間限制的未來學習模式。

在推動行動學習方面，老師除了組成專業社
群在每個週二共同成長學習並建立合作機制之外，也利用寒暑假參加各種相關研習。今年學校老師共同備課時
間，校長還親自示範上課使用行動載具的教學觀摩藉此展現學校推廣翻轉教育不遺餘力。

五年級學生利用均一教育平台學習方式加深學習印象並更加認識並
計算正方體和長方體的表面積，另外學生也透過小組合作學習方式培養
團隊合作、討論溝通以及問題解決的能力。

環境科學教育則配合學校課程發展與特色以「大手牽小手」方式讓
國中七年級學生對國小部學生在學校生態池進行解說並搭配平板使用 QR
Code 掃描上網查閱資料以及使用平板相機功能讓學生體驗為校園生態拍
照的樂趣。國中學生到國小解說之前也會在課堂上分組利用平板收集生態池以及校園植物的解說資料，及上網
查詢相關資料。在這樣多元科學學習氛圍環境中以及師生共同的努力付出下榮獲 104 學年環境教育執行成果
國中組特優。

七年級英語科補救教學時間，老師利用平板搭配 app，讓學生進行英語搶答遊戲來建立自信，並且提升學
生學習意願。而九年級國文老師則來點不一樣的教學方式讓學生上網答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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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佈清雲E啟翻轉
壹、團隊介紹
本校於民國 78 年在土城區設校，並於 85 年改制為完全中學，為土
城地區的教育提升注入一股活水。近年來，在校長領導及教務處與圖書
館團隊合作下，積極以資訊科技融入教學提升學生學習興趣及成效。團
隊成員以教師為主體，行政人員從旁協助教師需求，並有多位校外諮詢
輔導教授協助，目前以台北市立教育大學趙貞怡老師為主。

貳、社群運作模式

圖一：校內團隊運作模式圖
校內行動載具融入教學的需求主要是來自於教師端的教及學生端地學為主，因此在教師主動成立相關社群
下，行政人員採配合態度提供援助共同成立多個社群解決問題。目前有雲世代行動學習社群、高中職行動學習
社群及數位閱讀社群等三個團隊，社群運作過程採下列模式進行。

專業領域研討

同儕省思對話

主題經驗分享

教學媒材研發

標竿楷模學習

參、教學模式
校內教學模式為平板融入 PBL 翻轉教學模式，採用平板的立即性、主動性、機動性、互動性、情境化及整
體性等特性，發展出融入 PBL(Problem base learning 或 Project base learning) 且能促進師生在教與學上均
能達到腳色上翻轉、場域上翻轉及時間上翻轉的教學目標，期望透過這樣的教學模式培養學生 5C 關鍵能力。

圖七：平板融入 PBL 教學翻轉模式

圖八：教學步驟

肆、教學活動與歷程
校內目前以平板融入 PBL 翻轉教學模式的教學活動有三大類，茲說明如下：一為融入單科的教學，二為統
整性主題課程的清中捷課，三為融合平板與即時回饋系統，所發展出四個平板融入教學相關活動。

一、平板融入 PBL 翻轉教學模式的單一課程：以生物科說明。
教學步驟
教學活動
分析 教師採用 iTS5 互動教學平台測驗學生顯微鏡的先備知識，如構造、功
選題
授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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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及操作。
教師要求學生拍攝顯微鏡視野下的標本影像，並要求學生拍攝顯微鏡標
準操作過程。
教師播放顯微鏡操作影片及實際解說顯微鏡操作流程，並告知學生拍攝
圖 九： 教 師 示 範 平 板 拍
視野下標本技巧，與解說照片上傳之方式。
攝顯微鏡視野下標本

分享

評鑑

學生討論工作分配 → 學生拍攝顯微鏡視野下標本圖片 → 學生討論顯微
鏡操作拍設流程 → 學生兩兩一組，一位學生拍攝，另一位學生直接進
行顯微鏡操作並配合解說 →學生上傳實驗結果照片及操作影片。
１. 學生根據老師設定的評分標準對同學上傳之實驗結果及顯微鏡操作
步驟進行同儕互評，在評定過程中也須適時給予口頭回饋。
2. 教師根據同學拍攝影片及互評資料輔助同學了解正確操作過程。
3. 請同學將做好的標本分別放置在顯微鏡下，並找出標本內物體，由老
師逐一檢核。

圖十：同學以平板拍攝
顯微鏡視野下標本

二、平板融入 PBL 翻轉教學模式的統整性主題課程：以清中捷課說明。
根據土城在地特色，結合課本教材，以平板為學習工具的「清中捷課」課程，「清」
指的是新北市立清水高中，「中」指的是中學生，「捷」所指的是捷運站，「課」則是
課程部分。課程依據平板融入 PBL 教學翻轉策略設計，最後的評鑑以闖關任務方式進
圖十二：同學拍攝顯微
行，整體結合土城地區特色文化，以捷運站當地特色為出發點發展任務型學習活動，課
鏡操作步驟
程規劃選定為土城的捷
運站，下圖為清中捷課
整體課程內容。

三、延伸學習活動：

圖十四：海山捷運站集合
1. 雲端閱讀知識王：
配合圖書館每月主題書
展，以書展書籍內容為
題目，透過即時回饋系
統 APP 作 答， 全 對 者
給予獎勵。透過融入平
板提升學生閱讀興趣。 圖十五：關卡說明
2. 社 會 大 學 堂： 以 社
會領域為學科內容，上課中採融入式教學，在期末時使用平板
當工具，以即時回饋系統辦理競賽，提升學生社會科學習動
力，並養成主動學習習慣。
3. 清水 I 都 KNOW：透過搶答的競賽方式，提升學生探索學
科知識及激發學習興趣，進而養成學生主動學習之能力。題庫 圖十六：闖關過程
範圍包含國、高中課程各領域所學及生活常識。
4. 清水愛玩課：學生以行動載具至與課程相關地點進行訪查，
並以平板蒐集資料及拍攝相關圖片及影片並整理，回校後進行
成果發表及學習分享。
圖十七：任務檢核

伍、未來展望
除了行動學習須符合學生、教師及家長的想法外，未來目標是將行動學習計畫融入學校中長程發展上，將
學校打造為未來雲世代學校，正式進入 CLOUD 世代，其意義如下。
1.Creative：透過電子行動裝置特色設計新的學習環境，開發創新的學習模式及有創意教案。
2.Learning：促使學生樂於學習、主動學習、無所不在 (U-Learning) 的
學習。
3.Offers：運用科技設備提供多種教學與學習資源，提升教師教學力量及
團隊教學之應用成效，形成學習共同體。
4.Unique：透過平板融入教學，讓校內外師生皆可從中分享並獲取更多
面向的學習資源，了解自己的獨特之處及學習優勢。
5.Dimension：發展多元科技化及高互動之教學應用情境，使校內師生
樂於應用科技協助教學與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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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ject-Based Learning
專案導向學習模式
一、簡介
1968 年台灣義務教育由六年延長為九年，土城
國中於同年建校，是土城區最早成立的國民中學，
感謝全體師生多年的努力，今日的土城國中已成為 :
●「新北市品格教育中心學」
●「生命教育中心學校」
●「國中數學輔導團召集學校」
●「新北市學習共同體先導學校」
●「新移民中心學校」
●「AISEC 國際青年志工服務學校」
●「新北市國中推展科展有功學校」
●「數理資優教育績優學校」
●「體育重點學校 ( 田徑、柔道 )」
●「績優童軍團隊」
除了以上優異的表現，本校黃素真老師去年獲得特殊優良教
師 ( 師鐸獎 )、103 年本校於綜合領域更獲得教學卓越特優獎的肯
定。近年本校持續參與了多項競爭型計畫，有幸在 102 學年度成
為新北市雲世代行動學校的一員希望能透過行動學習無遠弗屆的
影響力，讓本校師生於數年前榮獲日內瓦國際發明展的青少年特
別獎，及日內瓦發明獎金牌的榮耀，能再度站上世界的舞台。

二、雲世代小組 :
雲世代小組由校長領軍，成員不僅限於行
政同仁，也包含了導師與專任教師，如此才能
全面性的推廣雲世代學習於全校，特別感謝國文教師蔣慧琳
的參與，德霖技術學院工程學系教授的指導。團隊凝聚的共
識及趙貞怡教授的指導，我們將利用資訊融入教學落實學校
本位課程「踏雪尋煤」。

三、教學模式：Project-Based Learning ( 專案導向學習模式 )
雲世代小組以 PBL 專案導向的學習在土城國中的實踐經驗、建立雲端教學平台、雲世代行動
學習教室及融入自然與生活領域正式課程。由先導課程的「認識校園植物」，讓學生們開始接觸
PBL 專案導向的學習，透過小組合作學習機制的建立，建構學校校園植物的地圖網，學生親自紀錄拍照各種植
物，建立雲端協作平台、產生 QR code，並使用平板電腦進行行動學習。

四、校本課程：「踏雪尋煤」
從資訊研習，使得師生具備基本資訊能力做起，進而學會使用 3C 產品、教學軟體、運用雲
端工具等所有相關的技能為止，期冀學生能在廣闊的「城雲網事」中放大自已的能量，突破原有
的限制，相關課程設計如下表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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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主題

學習領域

課程內容

行動展能

資訊

教會師生使用行動學習的基本能力

認識校園植物

生物

教導學生認識校園植物分類，紀錄成長歷程，作 QR Code

五月雪 - 桐花驚奇

生物

認識桐花的成長歷程、環境、雄雌性、相關科學原理

疑「碳」究竟

理化、綜合

了解能源教育、環境議題，紀錄自己的碳足跡

五、校內實施資訊融入教學情形
目前，本校實施資訊融入教學的部分可歸
納為下列三項 :
1. 利用網路組織教師專業社群
2. 建立本校網路磁碟機 (NAS: Network Area Storage)
3. 普遍利用班級電腦及單槍投影機
為能獲得更進一步的成果，本校現有四項計畫正實行中
( 如圖所示 )
除了上述，本校也積極參與相關資訊融入教學專案，本校郭玉辰組長設計資訊融入教學教案「史破天驚 -- 話
人類起源」參加 2013 樹谷生活科學館舉辦之「全國科學教學活動方案設計競賽」榮獲國中組優勝。

六、成果評估
我們將成果評估分為學校團隊的績效
評估及學生學習成果的評估
( 一 ) 學校團隊的績效評估 :
採用 PDCA 管理循環流程以及智慧學校的
SMART 評估規則
( 二 ) 學生學習成果的評估 :
可分為學習成就的評估及學生學習態度的評估兩部分

七、推展計畫
本校校本課程「踏雪尋煤」採取的是 PBL
模式，除了上述二項評估之外，依現有計畫之
推展，將會有多項專案作品逐步完成：
i. 完成土城國中校內植物 QRCode 的資料庫建置。
ii. 雲端教室之硬軟體建置完成。
iii. 完成 104 年度雲世代計畫研討會課程。
iv. 平板電腦教學 APP 建置。
v. 於 1Know 平台上，所有小組成員都有創作作品。
vi. 建置校內無線投影設備平台。
雲世代小組雖然此次為第三次參與，在各項工作上仍有許多待努力的地方，但是各個成員都懷抱著熱誠與
興趣，在大家腦力激盪與分工合作的共同努力下，不論在硬體與軟體方面，都已按步就班的達成初步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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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學區內文風鼎盛，小朋友素質整齊樂於學習，健康活潑創意多；
都會型的學校，創校迄今，更是許多優秀教師心目中理想的服務學校。優
質的學生，加上優質的師資，激盪出燦爛火花，在歷任校長的帶領下，本
校兒童表現傑出、允文允武，在各類比賽中屢獲佳績。本校願景「中正兒
童樂於學習創意多」，積極建置多元的學習環境，發展本校特色故事課程，
期許孩子成為一個『築夢踏實的行動者』。

中正資訊 E 化融入教學發展歷程
近年來本校積極發展資訊 E 化融入教學，一開始從班
班有單槍、投影機，建置校園處處可無線上網的行動學習
環境，行動載具從自行購置的 7 吋小平板電腦開始，近年
來積極申請獲得平板電腦（ipad、hTC 系列），逐步設置
故事情境教學 3D 故事屋、增設 ｢ 雲端智慧教室 ｣，今年
初剛建置虛擬棚攝影棚教室，慢慢建立起中正行動學校優
質資訊環境與設備。

STORY 教學模式
以 STORY 教 學 模 式 中，
從 S- 選 擇 Selection/ 策
略 Strategy； 建 立 T- 科 技
Technology/ 團隊 Teamwork；
提 供 O- 實 作 Operation/ 機
會 Opportunity； 形 成 R- 紀 錄
Record/ 回饋 Response；獲得 Y產 出 Yield/ 肯 定 YES 的 教 學 模
式，來落實「以學習者為中心」
之教育理念，培養本校學生數位
新世代學習應用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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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動學校教學模式與歷程
自然領域教學
教學模式與說明

1. 利用科學 maker--Scimage
手機顯微鏡結合平板電腦。
2. 讓學生能清楚的觀察蕨類
植物的孢子囊。

1. 利用科學 maker--Scimage 手
機顯微鏡結合平板電腦。
2. 讓學生能清楚的觀察蕨類植物
的孢子囊。

1. 操作過程，需不斷的調整
儀器，學生要能有效溝通
及合作，直到清楚的看到
目標物。

1. 將拍下及標示完
全的照片上傳給
老師檢視。
2. 各組報告所觀察

1. 學生擔任成果
發表會闖關活動
小小解說員。運
用平版科技學

到的蕨類植物孢
子囊的異同。

習，提高學生認
識植物的能力。

中正故事雲 夢想 E 啟飛
領域課程融入教學

在故事雲端學習發揮創意
與想像讓童年夢想 E 啟飛

「故事」可以發揮無限的創意與想像，中正行動學校課程計畫以「STORY 教學模式」為主軸，融入現代
資訊科技的教學平台、資訊設備和創新應用軟體，能推展到英語、國語、自然、社會、綜合等各領域，期待透
過各領域課程創新模式，建立起孩子學習的能力，培養出行動學習的「問題解決」、「團隊合作」、「獨立思
辨」、「創造力」和「溝通能力」五個關鍵能力，讓中正學童心中夢想因此誕生，而啟動飛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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樂活渡假島計畫

專案成果 RESULT
(一) 投石機
利用舊課桌椅製作投石機的本體，到社區採集竹子成為投石機的發射桿，
家長協同縫製投石機的砲彈，加上平板電腦量角器 APP，測量不同發射角度及
彈力繩投射出的距離，製作 Scratch 程式內容。

(二) 屈尺一號小火車
結合電動車與舊課桌椅，以及藝術與
人文攝影課程，拍攝屈尺、烏來與新店的
景點，使用 Scratch 製作導覽系統，介紹
孩子們所認識的風景給大家。
(三) 搖搖馬
帶著高年級學生操作大型木工機具，
運用舊學生椅及幼兒園的學生座椅，連接藍芽裝置與平板電腦，讓搖搖馬在搖動
的過程中，可以從屈尺搖到新店與烏來等景點，讓學生在遊戲中學會做工藝、玩
樂中學會寫程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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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 年北新國民小學行動學習成果
一、北新國小行動學習發展大事記：
【2011】07 月獲贈技嘉科技教育基金會 50 台平板電腦。
【2012】01 月與網奕資訊科技集團產學合作建置一間 TEAMModel 智慧教室
07 月建置北新國小百萬雲端伺服器系統，打造北新雲世代。
09 月建置 12 間智慧教室，培育第一批學校種子教師 (14 位 ) 並成立教師專業成長社群。
10 月楊敏芳老師擔任北市南港國小舉辦智慧教育全球共上一堂教學觀摩示範教學之一。
12 月辦理新北市校長智慧教育與科技領導研討。
11 月 TEAMModel 智慧教室揭牌暨學習共同體教學觀摩。
【2013】01 月與北京培新小學在北京臺灣會館舉辦「智慧課堂，兩岸同行」公開教學演示。
02 月獲選新北市雲世代行動學習學校。
04 月募得經費增建校園 E 化智慧教室 35 間 ( 總數已達 50 間 )。
06 月辦理新北市智慧教育工作坊，公開課堂 6 個班級，建構專業社群，深化教師專業。
【2014】獲選為教育部行動學習學習學校。持續辦理校內社群夥伴進修研討與教學分享。
10 月校長至浙江寧波舉辦兩岸發展智慧學校邁向智慧學區論壇發表。
【2015】06 月募得經費增建校園 E 化智慧教室 35 間 ( 總數已達 60 間 ) 持續爭取資源增加中。
5、10 月辦理新北市行動學習參訪，11 月辦理成果發表。11/20 兩岸智慧學校教學演示。
【2016】持續發展行動學習：QRCode+AR 擴增實境 +TBL 專題式探究學習 +GBL 遊戲式學習。
本校楊敏芳老師榮獲教育部行動學習傑出教師，楊敏芳老師、郭麗娟老師分別榮獲優良事例甄選一等獎和
二等獎，以及曾秀珠校長、楊敏芳老師推薦 APP 獲獎。許大偉老師榮獲 2016 兩岸智慧課堂創新獎特等獎。

二、北新國小行動學習發展歷程：
第一階段
基礎
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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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階段
複雜
操作

第三階段
以教師
為中心

第四階段
以學生
為中心

三、北新國小行動學習發展模式：

校本課程

語文

自然

社會

國語

英語

數學

自然

社會

統合認知
教學模式

語言學習
策略模式

合作解題
教學模式

探究學習
教學模式

翻轉教學
策略模式

四、教育雲資源融入行動學習構想
本專案計畫夥伴將使用教育雲資源等相關 APP，融入國語、英語、數學、社會、自然等各領域教學。透過
教學活動設計，適時融入於教學歷程之中，以及課前、課後之預習與複習，達到知識性、趣味性、多樣化、生
動化的教學目標。

五、預期成效
一、專案計畫夥伴每月聚會 1~2 次以上，每年至少 20 次以上。
二、專案教師每年至少產出 1 份教案，並且公開教學觀摩 1 次以上。
三、學校設備從 1 班、15 班到 75 班，預定目標為全校 105 間教室。
四、依照專案教師需求，達到專案班級人人有平板電腦約 500 台以上。
五、本計畫團隊成員，逐漸發展成為各領域社群召集人。
目前有自然、社會、數學、國語閱讀理解 4 個領域，未來再擴大到其他各領域。
六、教師創發教學模式已國語、數學、英語、社會、自然等五個領域。
七、結合教育部教學平台，使用教育部教育雲，豐富學生的學習內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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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機行動・SHAKE 學習
行動學習不只為提升學生數位學習能
力，更是要培養其主動學習和探究的
能力，為孩子創造無限可能的機會。
新店國小位臨新店市郊，學生有三分之一為原
住民、新住民及弱勢家庭，學生學習成就呈現雙峰
現 象。 新 店 微 笑 ICT 團 隊 一 直 以 來 思 考 著 學 生 應
具備哪些能力，才能改善雙峰問題。除了運用行動
學習載具來發展多樣化、適時的學習機會，更重要
的是如何培養學生主動學習和探索的能力。經過
團隊深思熟慮，運用 SHAKE 教學歷程模式（鷹架
Scaffolding、聚焦 Highlight、共識 Agreement、
實作 Keep Practicing、精緻 Elaboration）使學生
從教學活動中提升溝通、團隊合作、反思、解決複
雜問題、創造等關鍵能力，來減緩學習成就雙峰現
象。

《有機•有機器•有機器人》
用『行動』愛地球
全球溫室效應及地球暖化問題日趨嚴重之際，
配合教育部節能減碳政策，以低碳校園為主軸配合
各種課程融入各項節能減碳理念於教育中，力求學
習活動與日常生活結合，透過「新店有機、有機器、
有機器人」的課程使學生了解並身體力行節能減碳
愛地球。

【活動一】新店碳足跡 - 鷹架、聚焦

本課程所要追求的目標。

【活動一】新聞初體驗 - 鷹架、聚焦
學生利用 Coggle 心智圖，透過小組合作完成心
智圖，比較新聞與節目的差異。之後課堂中五人一組
討論小組新聞主題，完成學習單並找出新聞採訪焦點
要素。

【活動二】動手做新聞 - 實作
首先運用簡潔的語言，闡述客觀事件，用 Hiteach pro 說明，新聞構成三元素，了解寫作要領。
之後運用攝影機連結投影機現場操作鏡頭，再請學生
現場操作，比較差異。在練習拍攝之後，學習用威力
導演剪輯影片。最後利用課餘利用手機或平板攝影，
上傳 NAS 繳交作業。

【活動三】給我按個讚 - 精緻化

首先利用教育部碳足跡計算器，計算學生一日
學校生活碳足跡；其次，討論學校垃圾處理。

【活動二】節能減碳 - 共識、實作
利用學校綠屋頂、研究太陽能發電。再來建立
生態養耕系統（分組栽種並記錄有機耕種、利用
QRcode 製作蔬菜履歷）。

【活動三】環保科技 - 精緻
利用科技的節能減碳，使用機器人、電子豬等
環保科技，提出節能減碳方法。

《小記者 ‧ 大世界》
用『行動』看世界
隨著傳播科技的進步，學生已經可以方便地使
用各種行動數位設備，拍攝自己生活周遭大小事，
但如何透過校園新聞平臺或是社群媒體中客觀呈現
自我事物觀察報導，展現參與公共議題的精神，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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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理全校性「小記者大視界」校園新聞徵件比
賽，分派各學年指導老師，以校園議題為主題，分組
參賽，最後利用全校數位公播，進行投票徵選，公開
表揚。

演軟體，將拍攝好的母片剪輯成流暢的畢業影片。
最後也沒忘記要進行宣傳搶曝光，經整理後上傳至
YOUTUBE 及微笑 ICT 平台，爭取「最佳人氣獎」，
讓學生為自己努力的成果大力宣傳。

【活動三】自籌頒獎典禮 - 共識、精緻
由學生自主籌備典禮，例如：宣傳組宣傳活動、
活動組協助表演、美工組製作海報、設備組準備器
材等。自發性構想工作內容，彼此互相配合，相輔
相成。甚至連獎盃也是由學生發揮興趣與專長，自
行設計頒獎典禮獎盃圖稿，透過 3D 印表機列印成獎
盃，成為典禮最亮點。

《小導演 ‧ 大夢想》
用『行動』玩創意
「用鏡頭說校園故事」，簡單的照片或文字已經
無法充分展現出學生所具備的能力了，透過小導演
大夢想讓學生的綜合能力具體呈現。學生聚焦在畢
業影片的製作，從劇本的編寫、拍攝和剪輯的技巧，
無一不是透過小組學習而產生，學生的語文能力、資
訊能力，甚至是肢體的表演能力因而有展現的空間。

【活動一】用鏡頭說校園故事 - 鷹架、聚焦
首先將導演工作分為以下階段：第一是前期導
演 ( 編劇 )，目標是腦力激盪構想主題，透過文書處
理軟體撰寫腳本。第二是拍攝導演 ( 攝影 )，利用手
機鏡射投影螢幕做掌鏡教學，之後再讓學生使用 DV
行動載具實際練習。第三是後期導演 ( 剪輯 ) 先利用
APP 剪輯影片，如：「小影、美拍」，先熟悉剪接
工作之後，再運用「威力導演」剪輯影片；最後完成
練習影片並上傳至 Youtube 及微笑 ICT 平台。
有了以上基礎課程的概念，學生才真正進入「小
導演大夢想」創作影片的起點，首先腦力激盪，讓學
生集思廣益構想主題，再利用 Coggle 心智圖將想法
組織化呈現。接著，小組分配工作職掌，利用 Word
製作企畫書。

【活動二】畢業影展創作 - 實作、精緻
利用 DV 行動載具，完成腳本構想，實際拍攝製
作出心目中的畢業影片。再透過電腦教室的威力導

學習者・實作者・溝通者
處處都是我們的探索大教室
傳統課程方式鮮
少留白給學生去探
索、操作、溝通，學
生多數是被動式學
習，沒有被培養能力，
也不知道自己興趣在
哪裡，這樣的惡性循環是造就雙峰現象更加劇烈的
主因。
因此我們透過 SHAKE 教學歷程，培養學生成一
個自主的學習者。另外，學生還需要有解決問題、
實作的能力，透過有機耕作、生活式說英語、報導
校園新聞、玩創意拍電影，培養他們成為有創意的
實作者。最後，主動學習又玩創意還不夠，還必須
要有合作、溝通、表達能力，讓他們每個人都是成
功的溝通者。
親身經驗、思考的歷程，是有「實際感覺」的
知識，和從課本裡挑出來，塞進腦裡的知識完全不
同，實作方式能讓「不知為何而背」的學生，重新
發現知識的價值。而行動學習是跳脫課堂內的知識
框架，重新定義學習的最佳幫手，讓學習不只是在
課堂上，生活周遭大小事，都有可能是我們探索的
大教室。
換了不同的教學方式、改變原先的學習場域，
學生就像是帶著強力的天線，興致高昂地接受各種
知識啟發。「不一樣」的態度和方式，將能讓孩子
的「不一樣」，成為改變未來的力量。

新店微笑 ICT 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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躍上直潭雲端
探索人文足跡 體驗森活之美
學校簡介 :
直潭國小的特色課程結合歷年來的「探
索教育」、「生態教育」、「閱讀旅行」、
「人文歷史」，推動「生動新直潭 『森』
態心旅行」之「多元旅行課程」，帶給孩子
們多元的學習體驗、提升孩子面對未來生活
適應的能力；啟發孩子探索興趣成為學習的
主體，透過旅行與真實世界結合，展現孩子
的生活能力！
學校位於大臺北水源保護特定區內，地
處市中心的邊陲地帶，直潭學生除原有偏遠
山區的孩子外，還有來自臺北市、新北市各
方，故家長社經地位與教育期待落差頗大，在教育資源分配上顯得極為不均，造成學生背景落差極大，學校宛
如一個縮型的真實社會。有鑑於此，直潭行動學習團隊以校本課程為基底，發揮學校特色遊學課程，藉由多元
的活動設計融入各領域教學，提供孩子多樣的經驗、拓展孩子不同的視野，協助解決學生因先天社經條件與學
習環境不足所帶來的影響，期待稍能彌平校內孩子在社經文化背景上的落差。

團隊教學模式 :
教師依學生能力進行分
組 (organization)， 以 杜 威
「 做 中 學 」（Learning by
Doing）的觀念與直接體驗
的 精 神， 藉 由 學 生 親 身 投
入參與，負起學習的責任。
而透過旅行之後的省思歷
程，引導學生將未經反省的
經驗轉化為更深一層反省的
經驗。即提供孩子以「蒐集、
討論、實做、反思、分享」的
方 式， 來 建 構 學 生 的 學 習 經
驗， 創 造 孩 子 未 來 生 活 的 能
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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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科技融入教學情形 :
1. 融入國語文領域 :
a. 成語典故分享 b. 作者背景深入探索

2. 融入綜合領域 :
a. 直潭旅行趣、行腳大體驗 - 自主畢業旅行
b. 新聞挖挖哇

3. 融入自然領域 :
a. 太陽的功能 b. 熱對物質的影響 c. 珍愛家園

4. 融入社會領域 :
2016 大甲媽祖遶境進香瘋媽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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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丹利環郵世界 交換怪獸 E 學習
創新教學背景說明
本校於 101 學年度陸續加入了「新北市雲世代教
學工作坊」及「教育部國中小行動學習推動計畫」，
獲補助多台平板電腦以及建置了相關的無線網路與教
學相關設備，經過了三年多的努力，我們發展出了以
下許多英語教學結合行動載具之教學模式，盼能與各
校的教育夥伴們分享與推廣。本年度課程設計以「Flat
Stanley」+「Monster exchange」專案為主題，大
量融入雲端資源與學習科技，期盼讓學生的英語學習
更有效率。

Flat Stanley
Flat Stanley 是 1964 年 Jeff Brown 所撰寫的童書，剛好到 2014 年是此書問世滿五十周年。故事是描述
Stanley 的爸爸給他一個大佈告欄，讓他張貼海報與照片，並掛在 Stanley 的床邊。一晚佈告欄從床邊倒了下來，
把在睡眠中的 Stanley 壓扁了。Stanley 並展開了一連串的大冒險，例如：被裝到大信封內並寄出去拜訪朋友、
偽裝成名畫幫忙美術館抓到了小偷。
Flat Stanley 計畫是 1995 年一位加拿大的三年級老師 Dale Hubert 開始的。學生們在閱讀完童書後，並
製作一隻 Stanley，並且與其他國家的小朋友們交換。小朋友收到外國交換來的 Stanley 後，必須將他當遠道
而來的客人般接待，並記錄過程在日記當中。最後
Stanley 將伴隨著照片、明信片或當地特色的物品返
回原來的國家。
本校自 103 學年度起連續三年度於六年級學生
進行本課程，與橫跨五大洲、超過二十個以上的國家
進行 Stanley 的交換接待活動。學生需接待外國來的
Stanley 認識台灣的特色、美食、建築與風俗習慣等，
並用英語撰寫文字並上傳網路社群平台。老師再利用
學生產出的作品與外國小朋友寄回的接待作品，設計
多元有趣的課堂讀寫教學活動。

Monster Exchange
Monster Exchange 方案從兩本繪本閱讀教學活
動開始，當學生熟悉繪本中的相關字彙與句型後，再
導入此次跨國交換怪獸的計劃。完成兩本繪本教學
後，因為繪本中出現許多形容詞、顏色與身體器官的
單字，因此將有助於他們設計自創的怪獸。學生必須
完成自己心目中的怪獸的圖像設計、並用英文描述這
個怪獸的特徵，英文描述必須越詳盡越好，將有助於
外國夥伴的理解。老師並提供學習單，整理了描述時
可以運用到的相關句型、單字表。而他們所創造的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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獸將會跟外國的夥伴們進行跨國 Information-Gap 的訊息交換活動。完成外國夥伴的怪獸。
本專案 Monster Exchange Project 共計橫跨三個國家、四所學校的老師進行合作 ( 印度兩所學校、西班
牙一所學校、俄羅斯一所學校 )。當外國夥伴們將外
國小朋友們的怪獸 E-mail 寄達後，老師先發給學生
文字敘述的部分，等學生依照文字描述完成怪獸圖像
後，老師再揭曉外國夥伴 e 所設計的怪獸。
最後再把我們學生的作品與照片 E-mail 給外國
老師們。透過行動載具來進行創新的英語教學活動能
讓學生透過多元的數位化活動反覆練習英語。透過跨
國的計劃更能增加學生的國際觀，並且在真實的語境
中增加學生英語閱讀寫作的機會，學生的學習動機與
學習興趣也大幅提升了。

Postcrossing
Postcrossing( 跨國明信片交換活動 ) 是一個網
路平台，只要到網路平台中去註冊，就可以發送明信
片到全球各地，只要成功寄出一張明信片，就可以收
到來自外國的一張明信片。因此，我們讓學生在明
信片上畫上我們接待 Stanley 的成果，並撰寫英文。
收到明信片的外國友人們，對於台灣的這些景點都
表示十分喜愛，想要到台灣一遊。我們更結合 AR 擴
增實境、3D 造型設計、IRS 互動投票等資訊元素於
Postcrossing 的系列活動中。
本課程與以往國際交流活動最大的差別是不將重
點放在筆友、視訊活動。而是希望透過這個專題，大
量增進學生英語閱讀與寫作的機會，以及增加學生透
過英語與全世界生活在不同角落的小朋友們交流互動
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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麗林未來教室
資訊科技應用教學
QRcode 的應用
陳盈如老師
透過 QRCODE 的闖關內容設計，複習了生活課內知能，且透過闖關內容的設計複習了拼音及書寫的能力。

陳奕君老師
透過 QRCODE 結合讀報寫作，讓學生蒐集資料編輯一份專屬的報紙，學生並利用 QRCODE 讓讀者了解
新聞內容，且分享成果。

QUIVER 的教學
洪志綸老師
QUIVER 原 是 利 用 在 圖 紙 上 著 色 後， 再 利 用
QUIVER 呈現出虛擬動態人物。但印出圖紙再著色卻
不環保，因此志綸老師結合 photocap 軟體進行繪圖
教學，最後的成品讓學生透過載具掃瞄後，看到立體
的樣貌，是很新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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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ONDLE 的教學
施瀚清老師
英語課結合 ZONDLE 設計問題，讓學生在學習時
能更用心，且學生回答問題能更踴躍、積極，讓回答
問題變成一種遊戲，藉此吸引學生的注意力，寓教於
樂。

RPGMAKER 的應用

全景相機與 VR 全景導覽
利用 RPGMAKER 軟體設計 RPG 遊戲，將數學 - 謝錦忠老師、洪志綸老師

謝錦忠老師

利用全景相機結合線上網站製作校園虛擬實境導
分數課程內容與題目結合遊戲的情境設計，利用數位
覽。
遊戲式學習的方式讓學生更愛學習數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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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志國小
邁向雲端、全面啟動
本校為今年新加入新北市行動學習學校這個專業精進的大家庭，這一年來本校行動團隊教師屢次地向前輩
學校、專家學者請益，不斷地在教學中嘗試各種 apps、教學平台與教學模式，希望能找出「科技整合在教學
過程中的最好方式」，能給學生帶來最好的學習效果。

行動團隊運作及精進成長歷程
行動團隊每個月初定期召開行動學習團隊會議，討論工作任務分配、備課合作、各種研習需求提出、專家
學者邀請、資訊科技運用在教學問題上的討論 ...。從今年寒假到十月初，團隊共辦理六次工作會議、十六場研
習、七次觀課及議課研討會及兩次參訪典範學校（米倉、武林國小），希望能盡量吸收專家的知識技能、他校
運作的經驗及校內自己執行的反思，以充實團隊的專業。並將所有研習、工作會議、觀議課研討會做成紀錄，
供所有同仁參考（行動團隊歷程紀錄 請點選）

團隊研習

觀、議課分享研討

參訪典範學校

全校推廣分享
全校推廣的方式計有：定期辦理行動學習觀議課研討會、配合學校大型活動推廣及辦理行動學習成果發表。
團隊老師透過公開課及議課的方式在校內發表，讓更多的老師看到，共同參與討論行動學習各種可能與方式，
並由教學者做成省思紀錄，作為日後改進的參考。在配合學校大型活動上，團隊老師利用教師晨會、教師研習、
校內大型活動，如：兒童節闖關、畢業典禮、家長日…. 運用平板出題、搶答、展示學習成果…，經過這一年的
推動下來，幾乎全校學生都能體驗到行動學習的功效與樂趣，更重要的是，我們團隊的成果感染了更多學校老
師，紛紛想加入行動團隊作學習。

成果推廣研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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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長日推廣

畢業典禮闖關推廣

本校行動學習的特色
1. 全面實施，全校學生皆有使用平板學習的經驗
本校自然領域所有科任教師皆參與行動團隊，他們任教的三到六年級學生都有機會體驗平板上課的方式，
再加上各種學校活動也大量運用平板，所以行動學習在本校是全面實施。

2. 多方選擇組合、應用適當的行動教學模式，讓學習有最好的效果
為了讓教學富有變化、具有效果，本校行動團隊嘗試使用不同的 apps 與模式於教學上，如：運用同儕互
評法，為同學的雲端作品評分，用錄影分享法錄製自己的朗讀作品，上傳分享。教師運用不同的行動教學
模式於各單元間，不但可增加知識學習的深度，學生學習興致也更高昂。

3. 建立各領域行動學習教材資料庫，共享數位教材
建立本校行動學習教材資料庫（請點選），收集整理教師所製作行動學習教材，讓更多老師能夠直接使用
或修改後使用，省去教師製作行動教材的備課時間。目前許多行動學習平台皆支援教材分享及再修改的功
能，讓教師們可以相互備課。

各領域執行成果與應用教學模式舉例
1. 行動學習運用於語文領域（直接引導、錄影分享、心智工具、共享協作）
運用 wps office 的標注功能，教導學生閱讀課文、找出關鍵字、上傳討論；運用 mindomo 畫出課文架
構、上傳雲端；以 com-phone 練習朗讀、上傳雲端分享自己的聲音；以 classdojo 進行班級經營；最後
以 socrative 進行測驗，了解學生的學習情形。

2. 行動學習運用於自然領域（直接引導、共享協作、情境式行動學習）
以 nearpod 規劃教學流程、呈現上課重點、進行各類提問獲得即時反饋、或是討論分享；以 Around
Useful Navigation 衛星定位及 AR 來認識校園植物；以各種 AR 互動圖書延伸學習廣度及上課樂趣；以
game show buzzer 進行問題搶答增進上課樂趣；以 classdojo 進行班級經營常規管理。

3. 行動學習運用於社會領域（直接引導、共享協作、同儕互評）
以 htc 學習吧規劃教學流程、呈現上課重點、進行各類提問獲得反饋、以 practice 作學習測驗、規劃社
區風景路線圖上傳雲端分享互評；但有時想要以更方便快速的方式獲得學生的即時反饋則是用 Pinpong
或是 Plickers 代替學習吧，更好用！

Wps 閱讀找關鍵字

game buzzer 搶答

nearpod 討論反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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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
學
國
小

YS 寶貝球 / 義起學習趣
◎ 學校簡介
泰山舊名山腳，自古即是人文薈萃重視教育之地，泰山人對「北臺首學」明志書院有著深厚的情感和虔誠
的敬仰，深究核心即對義學精神的崇拜和文化傳承的責任。
義學國小即傳承義學精神及在地文化價值成長茁壯，我們以全人教育扎根校本課程、深化閱讀素養、發揚
太鼓特色課程、律動多元社團活動。再者，結合行動學習，持續深化孩童自主學習能力，為未來人才打造深厚
的基礎。

◎ 團隊介紹

◎ 教學模式
一、核心理念：
Y：Young & Yearning 啟動年輕旺盛求知心認知力
S：Student Center & Superiority 學生中心啟發多元優勢能力

二、教學理論：
PBL：問題 / 主題導向學習

BIG6：資訊素養六大技能

三、執行策略及主題：
●領域課程：國語、數學、英語
●議題融入：環境教育、健康促進
●閱讀推動：世界閱讀日、圖書館利用
●校本課程：一 ~ 六學年語文教育主題活動
●資訊領域：程式設計課程、主題式融入學習
●行政革新：E 化雲端知識管理、全校無線網路精緻化

領域 / 主題
五年級國語
數學、英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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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板導入
教學效能
使用平板進行
課 文 深 究、 數
學運算思維及
英語廣播配音
體驗。

活動單元
國語 :
永遠不會太晚
數學 :
容積與容量
英語 :
我是小配音員

App 應用

QR Code
學習拍
Tellagami
Google
表單

使用平台

成果展現

學生所喜歡的上課
方 式， 達 到 小 組 合
作 學 習 目 的， 增 添
教育雲 Google 上 課 趣 味。 藉 由
Classroom APP 設 計 人 物 外 貌
與 穿 著 搭 配， 對 自
己英語發音更準確
要求。

◎ 主題活動設計與成果展現
議題融入教學
使用平板進行
結合時事主題
應用教學。

流感封鎖

QR Code
學習拍
NFC
AR
Ｑ uiver

教育雲

全校閱讀推廣
導入平板進行
圖書資訊利用
教育。

Reading
Man

QR Code
Chrome

密室逃脫
Holiyo

移動書城

QR Code
Chrome
NFC

Google
Classroom
密室逃脫
Holiyo

校本語文活動
使用平板進行
閱讀理解應用
闖關。

五年級程式教育
導入平板進行
學習效能闖關
檢核。

智慧校園雲端化

運用平板進行
社群討論及雲
端行政會議研
討。

Scratch
程式設計

Kahoo!
Quizizz

Ubuntu
Google
Classroom

教師專業社群
行政會議

QR Code
Chrome
NFC

Google
雲端硬碟
校務行政
系統

結合流感議題進行，
小 組 需 團 結 合 作，
除 有 趣、 知 識 增 長
外， 也 學 習 接 觸 到
許多 APP 技能。
針 對 低、 中、 高 年
級 進 行 設 計， 學 生
利用遊戲中學到更
多圖書利用相關知
識。
改編移動迷宮情節，
在圖書館依據提示
與應用所學進行解
謎，趣味盎然。
圖 形 化、 直 覺 式 操
作 介 面， 為 學 習 程
式設計開啟趣味大
門， 可 輕 鬆 規 劃 多
媒體動畫遊戲上傳
網 路， 讓 創 意 與 全
世界分享。
佈建全校綿密無線
網路環境處處可學
習， 建 構 雲 端 知 識
管理系統利於擴散
分享。

◎ 省思與展望
今年是本校首次參與行動學習學校行列，在各項工作推展上仍在學習精進中，但在所有成員充滿熱誠一起
共好努力下，在軟、硬體建設及課程主題推展各方面，已見初步成效。
我們期許未來在「量」的提升方面：能有越來越多的班級師生共同參與；在「質」的提升方面：運用教師
專業社群作為領頭羊，提升教師行動學習專業知能。此外，課程研發朝向「開展領域課程融入廣度」、「激活
重大議題學習效度」及「增進校本語文閱讀深度」三個面向規劃精進，讓學生深刻感受到「學習無所不在，生
活無縫學習」，優遊雲端我最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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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
林
國
中

縮時崇林 e 時光，擴增視野 i 學習
一、緣起
現今國民中學各學習領域中，許多的課程內容的實驗及觀察需要經過長時間的等待與紀錄，有的需要數個
日夜的觀察與紀錄，有的需要真實的教學情境，才能讓孩子深切體會教學單元的內涵。受限於現行課程的安排，
以及時間 ( 如季節、星空的變換、節慶、化學反應 ) 及空間 ( 如林口峽谷、國外景點、高山大澤、抽象的概念 )
的限制，在短暫課堂中，很難讓學生沉浸於真實情境中，探索過去未有的學習經驗，資訊科技在此時此刻就扮
演了穿越時間與空間的重要角色，突破時間和空間的限制，讓我們在任何的課堂上都能親身去體驗，不同時間
與空間帶給我們的學習。
因此，崇林團隊運用了資訊科技實現了體驗、探險、穿越的全新感受，利用虛擬實境的體驗讓學生置身於
教學情境中，讓學生親自參與行動學習、主動反思探索與回饋；利用擴增實境增加圖文資訊，激發學生主動探
索與發掘真相的能力，並且在課堂上與老師產生互動；縮時攝影可以濃縮無法即時觀察的物理現象以及化學變
化的過程。讓學習者在多元環境中互動學習，主動建構出自身的知識能力一直是崇林團隊努力的目標。

二、創新豐富的教學課程
( 一 ) 崇林天文台 ( 地球科學 )：運用天象圖及星夜行 App 模擬林口的星空，帶領使用學生縮時攝影機及長時
間曝光相機 App，進行林口地區星空的縮時攝影及星軌攝影，讓孩子認識林口的星空，推論恆星在天空中的運
動方式。

( 二 ) 崇林漢學院 ( 國文 )：運用 360 環景 720yun 網站鳥瞰大明湖環境照片，引導學生跟隨老殘腳步體驗大明
湖之美，培養學生對於環境的觀察和欣賞，讓學生利用環景相機拍攝竹林山寺環景照片，設計竹林山寺導覽活
動。

70

( 三 ) 崇林尋寶趣 ( 數學 )：運用擴增實境 Aurasma APP 及矩形拼圖進行密室逃脫遊戲，主要讓學生學會解乘
法公式，同時利用分組合作學習，讓學生在遊戲中解出闖關密碼完成任務，學會求得乘法公式的解。

( 四 ) 崇林醫學院 ( 生物 )：藉由 Anatomy 4D App 讓學生深入觀察人擬心臟構造，運用 google expedition
模擬進入人擬血管進行觀察旅程，探討循環系統中心臟的運動及血流方向。

( 五 ) 崇林實驗室 ( 理化 )：運用虛擬實驗室 App 進行模擬實驗，利用縮時攝影紀錄硫酸銅及鋁棒的化學反應，
濃縮反應時間，讓學生在一節課即可看到歷時半個月的反應過程，探討化學反應的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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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
口
高
中

林口高中
快樂學習上「雲端」
壹、學校願景
林口高中成立於西元 2000 年，是林口台地上唯一的公立高中。隨著發展中的各種磨合，林口高中已逐漸
從青澀活力，轉而為和諧穩重，並在 103-106 學年度學校中長程校務計畫計畫，提出的六大方案，分別為：
( 一 ). 提升團隊動能與強化組織學習方案
( 二 ). 塑造核心品格與世界公民培育方案
( 三 ). 適性輔導與多元智能方案
( 四 ). 建立校本課程與激發創意潛能方案
( 五 ). 精進教學專業與追求卓越典範方案
( 六 ). 拓展全球視野與培養恢弘氣度方案
在六大行動方案中，除了第一項外；其餘五個子
計畫皆聚焦於學生人格與能力的培養。行動學習由於
具備了機動性、無所不在、隨時可以取得資訊、可與
環境結合，因此若能在教學中適度運用，將可協助學
生適性發展、構築多元能力，進而讓林高學子拓展國
際視野，蘊含恢弘氣度，成為未來的世界公民。
六大行動方案

貳、課程內容與特色
而行動學習能否發揮功效，有賴課程內容的設計。本校當前行動學習專案以數學、化學與地理三科為主，
正以此逐步建立起校本位課程，茲分述如下：

數學科 --- 微積分之屠龍寶刀，讓你笑傲極限
數學科之執行與教育部之數位閱讀計畫相輔相
成，主要參與者為高三已考上大學之學生。其中一班
採用每人一台平板上課方式，配合教室內電子白板、
IRS 系統與大型觸控銀幕，讓學生們在進行分組學習
時可以有充足親師互動機會。同時配合教室內建置之
錄播系統，將學生上課過程全程錄影，未來將放置於
自建之學習平台上，讓無法參與計畫之學生，也可獲
得學習之機會。

學生於平板上使用 Geogebra 的情形

化學科 --- 課前翻轉自學，課後加強學習
化學科之執行由校內化學教師團隊推動，化學科運用 k12.camdemy 分享平台，將原有的高一基礎化學課
程錄製成影片，提供「課前翻轉自學，課後加強學習」的功能。其中課前翻轉自學是指教師預錄單元課程重點
提示影片，學生運用時間戳記及文字筆記邊看邊學記錄重點，遇有不清楚的觀念，可不斷重複學習觀看，以滿
足個別化需求。課後加強學習是利用上述平台的討論版功能，可提供給學生大量練習及回饋的功能，目前已將
高一所有基礎化學教材製作完畢，且高一有 3 個班級進行課程學習。

地理科 --- 腳踏實地也能遠眺青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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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理科之執行由校內地理教師團隊推動，地理科
運用原本便已開發的自導式地理實察活動，即有使用
平板或智慧型手機，透過 GPS 導航前往實察地點觀
察環境的設計。但是考量到有許多實察點具有危險性
的特質，地理科便使用學校採購的空拍機，建置出虛
擬地理實察 (Virtual Fieldwork) 活動，讓學生們可以
不用身歷險境，也可感受實察的樂趣。另外在課堂中
也使用了目前已相當成熟的擴增實境 (Augmented
Reality) 技術，讓學生們使用 LandscapAR 直接觀看
到稜線、谷地與鞍部等各種等高線基礎地形所繪出的
3D 影像，教師們更可以設計進階地形教材，例如請
學生畫出火山地形等高線，並以 LandscapAR 繪製出
3D 立體圖。

參、展望
由於高中課程與國中小相較之下，難度有大幅度
提升，因此校內執行行動學習的各科，在進行教案與
課程規劃時，採用分別開發的模式進行。雖然如此，
目前各科已經逐漸往跨科合作的方向前進，期望未來
林高的行動學習課程，將可協助學生適性發展、構築
多元能力，進而讓林高學子拓展國際視野，蘊含恢弘
氣度，成為未來的世界公民。

學生於上課時觀看 K12 Camdemy 林口高中基礎化學
( 二 ) 課程之情形

八里焚化爐邊坡 3D VR 影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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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 年度教育雲服務策略聯盟

P
P

105年度教育雲服務策略聯盟

全國教學

市集推廣計畫

新北市政府在教育部資訊及科技教育司的指導

介接縣市：全國22個縣市

下，聯合全國縣市共同打造「全國教學APP市
瀏覽人數：3,686,366

集」，近年來辦理APP推薦徵選，到專文介紹、
影片攝錄與課程製作等活動後，105年度激化平
台基礎，由全國專業教師協同建立主題學習APP

APP推薦數：1,635

地圖。

主題學習APP地圖：217

「全國教學APP市集」，提供各縣市老師齊聚

APP應用專文：334

一堂分享行動學習、應用APP的經驗、創意及教
案。利用知識節點分類，可看到老師們的精彩設

APP教學影片：157

計，同時看到網路資源、影音媒材與適用之APP。
藉此讓學生、家長在這兒找到適合的APP。

APP課程設計：210

資源
共享
單一
登入

研習推廣

教學
APP市集

花蓮縣

輕鬆
搜尋

強化平台
系統
辦理徵選
活動

臺北市

彰化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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澎湖縣

桃園市

高雄市

主題學習APP地圖

同步運用教育大市集的知識節點資源串通，以學制/學科/主題/次
主題關鍵字方式搜尋資源，期待未來建立完整學習地圖網絡。

教學APP市集整合應用
透過教師推薦適合教學之APP元件、
設計符合行動學習之教學活動設計，
以提供其他教師教學運用之參考，增
進教學經驗交流機會，除可縮短教師
搜尋APP的時間，使其專注於教學活
動設計上，更有助於提升學生學習動
機，活化教學現場。

宜蘭縣

縣市研習

與全國縣市教網中心與國教輔導團夥伴合
作推動行動學習學校與領域教學應用，實
地辦理33場次種子教師培訓研習及研習工
作坊，超過800名以上教師參加。
雲林縣

新北市

基隆市

南投縣

臺中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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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
訊
安
全

全國中小學資訊安全
線上稽核系統推廣實施計畫
教育部全國中小學資訊安全
線上管理系統相關成果
計畫名稱：
全國中小學資訊安全線上稽核系統推廣實施計畫
計畫目標：
一、提供標準化流程及一致性規範，
並於現行推廣之基礎，提升資安
稽核成效。
二、配合修訂之資安稽核政策，貫徹
資訊安全稽核標準，以符合相關
法令之要求。
三、持續辦理各縣市資訊安全政策對
話機制，凝聚發展共識，據以修
訂推動方針。

預期效益：
一、系統開發維運集中管理，可降低全
國縣市總營運成本。
二、縮短評量期程、降低人力、節省經
費、突破時空限制。
三、資安概念標準化，學校作業輕量化
，能提升效率。
四、報表自動化、資料電子化(少紙化)
，具環保效益。

辦理單位
指導單位：教育部資訊及科技教育司
主辦單位：新北市政府教育局
承辦單位：新北市板橋區大觀國民小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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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isas.moe.edu.tw/

參與縣市
105年度共18個縣市總計2,710校參與本計畫。

‧105年度新加入臺北市、桃園市、新竹市、高雄市、花蓮縣共5縣市。

接受評量校數：去(104)年1,913校，今(105)年2,590校，增677校。

縣市教育訓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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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由
軟
體

新北市自由軟體工作坊 edu2016
持續維護新北教育作業系統
持續更新維護 Edu2016 教育作業系統，所有縣
市下載安裝在電腦教室教學，並由新北市自由軟體社
群經營「新北 E 學園」網站，提供自由軟體錄影教學
及開課的線上平台。

BananaPi 變身媒體主機
利 用 BananaPi 拿 來 當 展 示 宣 傳 主 機 了。 也 可
以拿來做靜音廣播了。筆者做過的是：自己架一台
webserver，使用 php 在不同時間展示不同的內容，
這時展示機只要用瀏覽器開啟特定網址即可在不同時
段達成目的。

提供到校培訓
由學校申請，並協調工作坊成員到校協助培訓，解
決學校在教學上遇到的難題、電腦教室系統無法正常
運作的問題。

協助市政府推動開放文件
配合行政院推動 ODF 開放文件的目標，與資訊
中心合作辦理 ODF 開放文件研習，以符合載具多元
化趨勢，也方便政府與企業之間的資料交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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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續融入與推動創客教育
從動手做的實際操作中，熟悉 3D 印印的功能、
Arduino、BananaPI 等開放硬體等，引導學生思考如
何拆解生活中問題，透過運算思維的邏輯訓練 ，掌握
解決問題的能力。

建置遠端還原系統機制
利用國家高速網路中心開發的再生龍 Clonezilla，
建置隨身碟 Live 系統，提供簡單的操作流程，學校只
需要利用隨身碟開機，即可直接將中心伺服器的映像
檔還原至電腦教室的學生機，免除檔案伺服器建置與
設定的繁瑣。

EPC 自由軟體一碟通
透過最簡便的資訊媒體載具，搭配自由軟體合集
學習，來提供學生一個自在學習、自在使用軟體的平
台，讓孩子能提升更多學習力、競爭力，展翅雲端學
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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